
2020-11-10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Huge Iceberg Floats toward
South Georgia, Putting Wildlife at Risk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is 1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3 and 1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4 of 1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iceberg 13 ['aisbə:g] n.[地理]冰山；显露部分

6 to 13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(普
通话·威妥玛)

7 in 11 [in] prep.按照（表示方式）；从事于；在…之内 adv.进入；当选；（服装等）时髦；在屋里 adj.在里面的；时髦的 n.执政
者；门路；知情者 n.(In)人名；(中)演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殷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因；(日)寅(名)

8 it 9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性
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.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，表示天气、时日、距离、状态、温度等等 abbr.信息技术
informationtechnology

9 that 8 [ðæt, 弱ðət, ðt] pron.那；那个 adv.那么；那样 conj.因为；以至于 adj.那；那个 n.(That)人名；(德)塔特

10 this 8 [ðis, 弱ðəs] pron.这；这个；这里 adj.这；本；这个；今 adv.这样地；这么 n.(This)人名；(法)蒂斯

11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 could 6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3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4 are 5 [强ɑ:, 弱ə] v.是（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） n.公亩 n.(Are)人名；(意、西、芬)阿雷

15 Georgia 5 ['dʒɔ:dʒjə] n.乔治亚州；格鲁吉亚（前苏联加盟共和国）；乔治娅（女子名）

16 island 5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
17 south 5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18 at 4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挝货币基本单位att）；[化]砹（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） abbr.密封的（airtight）；气温（airtemperature）

19 food 4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20 go 4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21 into 4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
22 ocean 4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23 tarling 4 [人名] 塔林

24 time 4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25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6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27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8 area 3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9 change 3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30 has 3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
31 have 3 [hæv, 弱həv, əv, v] vt.有；让；拿；从事；允许 aux.已经 n.(Have)人名；(芬)哈韦；(德)哈弗

32 large 3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33 off 3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34 or 3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
35 particular 3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36 penguins 3 n. 企鹅；空军的行政人员；大海雀（penguin的复数）

37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8 seals 3 n.seal的复数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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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species 3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40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41 toward 3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(英)
特沃德

42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43 Antarctic 2 n.南极洲，南极地区 adj.南极的

44 Antarctica 2 [ænt'ɑ:ktikə] n.南极洲

45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46 British 2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47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48 changing 2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49 crash 2 [kræʃ] n.撞碎；坠毁；破产；轰隆声；睡觉 vi.摔碎；坠落；发出隆隆声；(金融企业等)破产 vt.打碎；使坠毁、撞坏；擅
自闯入

50 disturb 2 [dis'tə:b] vt.打扰；妨碍；使不安；弄乱；使恼怒 vi.打扰；妨碍

51 dramatically 2 adv.戏剧地；引人注目地 adv.显著地，剧烈地

52 ecosystem 2 ['i:kəu,sistəm, 'ekəu-] n.生态系统

53 find 2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54 floating 2 ['fləutiŋ] adj.流动的；漂浮的，浮动的 v.漂浮（float的现在分词）

55 further 2 ['fə:ðə] adv.进一步地；而且；更远地 adj.更远的；深一层的 vt.促进，助长；增进

56 globally 2 adv.全球地；全局地；世界上

57 he 2 [hi:, 弱 hi, i:, i] n.男孩，男人；它（雄性动物） pron.他 n.(He)人名；(日)户(姓)；(朝)海；(柬)赫

58 huge 2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59 ice 2 [[ais] n.冰；冰淇淋；矜持；（俚）钻石 vt.冰镇；结冰 vi.结冰 adj.冰的 n.(Ice)人名；(英)艾斯；(法)伊斯

60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61 kilometers 2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62 krill 2 [kril] n.[无脊椎]磷虾 n.(Krill)人名；(英、德)克里尔

63 lot 2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分
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64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65 major 2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66 means 2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67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68 On 2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着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69 one 2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
70 piece 2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71 populations 2 [pɒpjʊ'leɪʃnz] 居群

72 process 2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73 quite 2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74 said 2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拉
伯)赛义德

75 shelf 2 n.架子；搁板；搁板状物；暗礁

76 story 2 ['stɔ:ri] n.故事；小说；新闻报道；来历；假话 vt.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.说谎 n.(Story)人名；(英)斯托里

77 survey 2 [sə:'vei, 'sə:vei, sə-] n.调查；测量；审视；纵览 vt.调查；勘测；俯瞰 vi.测量土地

78 their 2 [ðεə, 弱ðər] pron.他们的，她们的；它们的 n.(Their)人名；(英)蒂尔；(芬、瑞典)泰尔

79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80 very 2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
81 VOA 2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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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we 2 [wi:弱 wi] pron.我们（主格）；笔者，本人（作者或演讲人使用）；朕，寡人 n.(We)人名；(缅)韦

83 wildlife 2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84 about 1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85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86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87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88 adv 1 ['ædvɜːb] abbr. 副词（=adverb）

89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90 amounts 1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
91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92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93 as 1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
94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95 associated 1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96 Atlantic 1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
97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98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99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100 block 1 n.块；街区；大厦；障碍物 vt.阻止；阻塞；限制；封盖 adj.成批的，大块的；交通堵塞的 n.(Blo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芬、罗)布洛克

101 break 1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
晓；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102 breaking 1 ['breikiŋ] n.破坏；阻断 v.破坏（break的ing形式）

103 broke 1 [brəuk] adj.一文不名的，破产的 v.打破，断掉（break的过去式） n.(Broke)人名；(英)布罗克

104 but 1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
105 by 1 prep.通过；被；依据；经由；在附近；在……之前 adv.通过；经过；附近；[互联网]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

106 can 1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的）食品罐头

107 caring 1 ['kεəriŋ] adj.有同情心的；表示或感到关怀或关心的 v.关心；照顾（care的现在分词）

108 catch 1 [kætʃ] vt.赶上；抓住；感染；了解 vi.赶上；抓住 n.捕捉；捕获物；窗钩

109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110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111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112 critical 1 ['kritikəl] adj.鉴定的；[核]临界的；批评的，爱挑剔的；危险的；决定性的；评论的

113 cycle 1 ['saikl] n.循环；周期；自行车；整套；一段时间 vt.使循环；使轮转 vi.循环；骑自行车；轮转

114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115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116 direct 1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关系

117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
118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119 ecologist 1 [i:'kɔlədʒist] n.生态学者

120 ecologists 1 n.生态学者( ecologist的名词复数 )

121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122 English 1 ['iŋgliʃ] adj.英国人的；英国的；英文的 n.英语；英国人；英文；英格兰人 vt.把…译成英语

123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124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25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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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27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128 exists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
129 facebook 1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130 fail 1 [feil] vi.失败，不及格；破产；缺乏；衰退 vt.不及格；使失望；忘记；舍弃 n.不及格 n.(Fail)人名；(葡、捷)法伊尔；(法)法
伊

131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132 feeding 1 ['fi:diŋ] n.饲养；吃；输送 adj.供给饲料的；摄取食物的 v.饲养（feed的ing形式）

133 Fishers 1 渔夫 渔船 食鱼貂（fisher的复数形式）

134 fishing 1 ['fiʃiŋ] n.渔业；捕鱼（术）；试探；装配 adj.钓鱼的；钓鱼用的 v.捕鱼（fish的ing形式）

135 flat 1 adj.平的；单调的；不景气的；干脆的；平坦的；扁平的；浅的 adv.（尤指贴着另一表面）平直地；断然地；水平地；直
接地，完全地 n.平地；公寓；平面 vt.使变平；[音乐]使（音调）下降，尤指降半音 vi.逐渐变平；[音乐]以降调唱（或奏）
n.（法）弗拉特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弗莱特（人名）

136 floated 1 英 ['fləʊtɪd] 美 ['floʊtɪd] adj. 浮动的 动词floa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37 floats 1 英 [fləʊts] 美 [floʊts] n. 漂浮物；花车 名词float的复数形式.

138 fresh 1 [freʃ] adj.新鲜的；清新的；淡水的；无经验的 n.开始；新生；泛滥 adv.刚刚，才；最新地

139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140 geraint 1 [dʒə'reint] n.杰伦特（男子名）

141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142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43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144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45 Henry 1 ['henri] n.亨利（男子名）

146 hit 1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147 hits 1 [hɪts] n. [计]采样数 名词hit的复数形式.

148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49 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
150 icebergs 1 n. 冰山（iceberg的复数形式）

151 icefish 1 n. 冰鱼

152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153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54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
155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56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57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58 kilometer 1 ['kiləumi:tə] n.[计量]公里；[计量]千米（等于kilometre）

159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60 larsen 1 n. 拉森

161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62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63 long 1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164 materials 1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165 melt 1 [melt] vi.熔化，溶解；渐混 vt.使融化；使熔化；使软化；使感动 n.熔化；熔化物

166 melts 1 [melt] vi. 融化；熔化；消散 vt. 使融化；使熔化；使消散 n. 熔化物；融化；熔解

167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168 models 1 ['mɒdlz] n. 模范；模特儿；模型（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）

169 more 1 [mɔ:] adv.更多；此外；更大程度地 adj.更多的；附加的 pron.更多的数量 n.更多 n.(More)人名；(英、法)莫尔；(意、西、
以)莫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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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171 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
172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173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74 notable 1 ['nəutəbl] adj.值得注意的，显著的；著名的 n.名人，显要人物

175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176 observations 1 [ɒbzə'veɪʃnz] n. 观察值 名词observation的复数形式.

177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78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179 original 1 [ə'ridʒənəl] n.原件；原作；原物；原型 adj.原始的；最初的；独创的；新颖的

180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81 out 1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182 overseas 1 ['əuvə'si:z] adv.在海外，海外 adj.海外的，国外的

183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184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185 Patagonian 1 [,pætə'gəunjən] adj.巴塔哥尼亚人的；南美南端地方的 n.巴塔哥尼亚人

186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
187 patterns 1 ['pætənz] n. 式样；图案；样式；模式 名词的pattern复数形式.

188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189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190 plants 1 [p'lɑːnts] n. 植物花卉；工厂（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） v. 种植；设立；建立；安插；栽赃（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
式）

191 polluting 1 [pə'lu tːɪŋ] adj. 污染的；玷污的 动词pollu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92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193 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194 possibly 1 ['pɔsəbli] adv.可能地；也许；大概

195 press 1 [pres] vt.压；按；逼迫；紧抱 vi.压；逼；重压 n.压；按；新闻；出版社；[印刷]印刷机 n.(Press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196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197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198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199 putting 1 ['putiŋ] n.投掷；（高尔夫球）打球入洞 v.放置（put的ing形式）；轻击球；使球入洞的轻击（putt的ing形式）

200 rate 1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
201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02 reaching 1 [riː tʃ] v. 到达；伸出；达成；取得联系；延伸；（伸手）去够 n. 范围；影响力；河段；等级

203 release 1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204 remain 1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
205 remained 1 [rɪ'meɪn] v. 剩余；逗留；留下；依然；保持 n. 剩余物；遗迹；残骸

206 report 1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207 reported 1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208 ridgwell 1 [人名] 里奇韦尔

209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210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211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212 rock 1 [rɔk] n.岩石；摇滚乐；暗礁 vt.摇动；使摇晃 vi.摇动；摇晃 n.(Ro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意、瑞典)罗克

213 sand 1 [sænd] n.沙；沙地；沙洲；沙滩；沙子 vt.撒沙于；以沙掩盖；用砂纸等擦平或磨光某物；使撒沙似地布满；给…掺沙子
vi.被沙堵塞 n.(S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芬、罗、捷、挪)桑德；(瑞典)桑德；(法)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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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satellite 1 ['sætəlait] n.卫星；人造卫星；随从；卫星国家

215 say 1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216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17 seabed 1 ['si:bed] n.海底；海床

218 seas 1 [siː z] n. 海域 名词sea的复数形式.

219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220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221 settled 1 ['setld] adj.稳定的；固定的 v.解决；定居（settle的过去分词）

222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223 significant 1 [sig'nifikənt] adj.重大的；有效的；有意义的；值得注意的；意味深长的 n.象征；有意义的事物

224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25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226 so 1 ['səu, 弱 sə] adv.如此，这么；确是如此 conj.所以；因此 pron.这样 n.(So)人名；(柬)索

227 some 1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
>稍微

228 something 1 ['sʌmθiŋ] pron.某事；某物 n.重要的人；值得重视的事 adv.非常；有点；大约 adj.大约；有点象

229 source 1 [sɔ:s] n.来源；水源；原始资料 n.(Source)人名；(法)苏尔斯

230 sources 1 英 [sɔː s] 美 [sɔː rs] n. 来源；发源地；原始资料 v. 从...获得

231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232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233 spring 1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234 sudden 1 ['sʌdən] adj.突然的，意外的；快速的 n.突然发生的事

235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236 surrounding 1 [sə'raundiŋ] adj.周围的，附近的 n.环境，周围的事物

237 territory 1 ['teritəri] n.领土，领域；范围；地域；版图

238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239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240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241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42 toothfish 1 洋枪鱼

243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244 traveling 1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
245 underwater 1 ['ʌndə'wɔ:tə] adj.在水中的；水面下的 adv.在水下 n.水下

246 up 1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
247 us 1 pron.我们

248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249 valuable 1 ['væljuəbl] adj.有价值的；贵重的；可估价的 n.贵重物品

250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251 want 1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
252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53 water 1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
254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255 weather 1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256 what 1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
257 when 1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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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259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60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261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262 words 1 [wə:dz] n.[计]字（word的复数）；话语；言语 v.用言语表达（word的三单形式）

263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64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265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66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67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68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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