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7-24 [Arts and Culture] Greece's Traditional Wooden Boat
Building Is a Shrinking Craft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is 2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3 and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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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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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of 1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6 for 1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7 ar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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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i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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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 or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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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boat 11 [bəut] n.小船；轮船 vi.划船

11 h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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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i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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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O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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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boats 8 英 [bəʊt] 美 [boʊt] n. 船；船型物 v. 划船；放于船上；乘船

15 on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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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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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8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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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there 7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0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1 building 6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22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3 traditional 6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24 years 6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5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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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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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craft 5 [krɑ:ft, kræft] n.工艺；手艺；太空船 vt.精巧地制作 n.(Craft)人名；(英、德、罗)克拉夫特

28 if 5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9 work 5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30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1 boatbuilding 4 ['bəut,bildiŋ] n.造艇

32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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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Greece 4 希腊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
34 Samos 4 ['seiməs] n.萨摩斯（希腊爱琴海中的一个小岛名）

35 someth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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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whe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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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which 4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38 wooden 4 ['wudən] adj.木制的；僵硬的，呆板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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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young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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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aique 3 [kai'i:k] n.地中海轻帆船；轻巧小舟

41 dying 3 ['daiiŋ] adj.临终的，垂死的 n.死，死亡 v.死，死亡；枯萎；失去活力（die的ing形式）

42 each 3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43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44 Greek 3 [gri:k] n.希腊语；希腊人 adj.希腊的；希腊人的，希腊语的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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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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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48 island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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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learn 3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50 learning 3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51 like 3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52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53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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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museum 3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55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56 person 3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
57 piece 3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58 profession 3 [prəu'feʃən] n.职业，专业；声明，宣布，表白

59 see 3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60 son 3 [sʌn] n.儿子；孩子（对年轻人的称呼）；男性后裔 n.(Son)人名；(土、老、柬)松；(法、罗)索恩；(日)存(名)；(日)孙
(姓)；(越)山

61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62 thi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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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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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way 3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
65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66 wood 3 [wud] n.木材；木制品；树林 vi.收集木材 vt.植林于；给…添加木柴 n.(Wood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、阿拉伯)伍德

67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68 another 2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69 art 2 n.（包括雕塑、绘画、音乐等的）艺术，美术；美术（作）品；艺品（作）品；（表演）艺术；技术，技巧； adj.艺术
的；艺术品的；具有艺术性的 v.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，过时用法

70 basin 2 ['beisən] n.水池；流域；盆地；盆 n.(Basin)人名；(俄)巴辛；(法)巴赞

71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72 boatbuilder 2 [bəʊtb'ju lːdə] n. 造船公司

73 captain 2 ['kæptin] n.队长，首领；船长；上尉；海军上校 vt.指挥；率领

74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75 curved 2 [kə:vd] adj.弯曲的；弄弯的 n.倒弧角 vt.弯曲（curve的过去式）

76 destroying 2 [dɪ'strɔɪ] v. 破坏；杀死；消灭；摧毁

77 do 2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（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）；（代替动词）；（用于加强语气） vi.行，足够；生长 n.（英）多（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
称） n.（口语）事件；（主英国口语）诈骗；（主英国、新西兰口语）宴会；（口语）必须做到的事情

78 d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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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end 2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80 fast 2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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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fis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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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2 fleet 2 [fli:t] adj.快速的，敏捷的 n.舰队；港湾；小河 vi.飞逝；疾驰；掠过 vt.消磨 n.(Fleet)人名；(英)弗利特

83 g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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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4 Gregory 2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
85 help 2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86 hopes 2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87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88 kaiki 2 ['kaɪkiː ] 甲斐绸

89 left 2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90 made 2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91 maintain 2 [mein'tein] vt.维持；继续；维修；主张；供养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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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make 2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造
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94 making 2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95 materials 2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96 member 2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97 no 2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98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99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100 problems 2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101 r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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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103 shrinking 2 [ʃrɪŋkɪŋ] adj. 畏缩的；犹豫不决的；收缩的 v. 萎缩，收缩（动词shrink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104 slowly 2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105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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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supported 2 [sə'pɔː tɪd] adj.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08 than 2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109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110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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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tree 2 [tri:] n.树；木料；树状物 vt.把...赶上树 vi.爬上树；逃上树 n.(Tree)人名；(英)特里

112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13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114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115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116 will 2 [wɪl] n.意志；决心；情感；遗嘱；意图；心愿 vt.决心要；遗赠；用意志力使 vi.愿意；下决心 aux.将；愿意；必须

117 working 2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118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119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20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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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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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3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24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125 Aegean 1 [i:'dʒi:ən] adj.爱琴海的 n.爱琴海（地中海的一部分）

126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27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128 airplane 1 ['εəplein] n.飞机

129 all 1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
130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131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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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134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135 architect 1 ['ɑ:kitekt] n.建筑师 缔造者

136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137 assistants 1 [ə'sɪstənts] n. 助手；助理；[医]助剂 名词assistant的复数.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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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9 beauty 1 ['bju:ti] n.美；美丽；美人；美好的东西

140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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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143 beside 1 [bi'said] prep.在旁边；与…相比；和…无关

144 bigger 1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
145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146 bowl 1 [bəul] n.碗；木球；大酒杯 vi.玩保龄球；滑动；平稳快速移动 vt.投球；旋转；平稳快速移动

147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148 builders 1 ['bɪldəz] n. 洗选强化剂

149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150 caiques 1 ['kaɪiː ks] 仿词

151 Caty 1 卡蒂

152 center 1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153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154 centuries 1 ['sentʃərɪz] n. 世纪 名词century的复数形式.

155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156 charge 1 [tʃɑ:dʒ] n.费用；电荷；掌管；控告；命令；负载 vt.使充电；使承担；指责；装载；对…索费；向…冲去 vi.充电；控
告；索价；向前冲；记在账上 n.(Charge)人名；(法)沙尔热；(英)查奇

157 collected 1 [kə'lektid] adj.镇定的；收集成的 v.收集；聚集（collect的过去式）

158 combines 1 [kəm'baɪn] v. 联合；使结合；结合 n. 集团；联合收割机；联合企业

159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160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161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162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163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164 controlled 1 [kən'trəuld] adj.受控制的；受约束的；克制的 v.控制；约束（control的过去式）；指挥

165 correcting 1 [kə'rekt] adj. 正确的；得体的 v. 改正；纠正

166 costly 1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
167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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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country 1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
乐的

169 crafts 1 英 [krɑ fːt] 美 [kræft] n. 工艺；手艺；狡诈；船舶；航空器；行会成员 vt. 手工制作；精心制作

170 craftsmen 1 ['krɑ fːtmən] n. 技工

171 creation 1 [kri:'eiʃən] n.创造，创作；创作物，产物

172 culture 1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173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174 cut 1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175 cutting 1 ['kʌtiŋ] n.[机]切断；剪辑；开凿 adj.锋利的；严寒的；尖酸刻薄的 v.削减（cut的ing形式）；采伐；切开 n.(Cutting)人
名；(英)卡廷

176 decrease 1 [di'kri:s, 'di:-, 'di:kri:s, di'k-] n.减少，减小；减少量 vi.减少，减小 vt.减少，减小

177 designing 1 [di'zainiŋ] adj.有计划的；狡猾的 n.设计；阴谋 v.计划；企图（design的现在分词）

178 dish 1 n.盘；餐具；一盘食物；外貌有吸引力的人 vt.盛于碟盘中；分发；使某人的希望破灭；说（某人）的闲话 vi.成碟状；
闲谈

179 doctorate 1 ['dɔktərit] n.博士学位；博士头衔

180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81 due 1 [dju:, du:] adj.到期的；预期的；应付的；应得的 n.应付款；应得之物 adv.正（置于方位词前） n.(Due)人名；(英)迪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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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elena 1 [ə'leinə; 'elənə] n.埃琳娜（女子名，等于Helen）

184 employed 1 [ɪm'plɔɪd] adj. 被雇用的；使用的 动词empl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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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87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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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everywhere 1 ['evrihwεə] adv.到处 n.每个地方

190 experienced 1 [ik'spiəriənst] adj.老练的，熟练的；富有经验的

191 explained 1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
192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193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194 father 1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
195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196 fiberglass 1 ['faibəglɑ:s] n.玻璃纤维；玻璃丝

197 finish 1 ['finiʃ] vt.完成；结束；用完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结束；完美；回味（葡萄酒）

198 first 1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199 fish 1 [fiʃ] vi.捕鱼，钓鱼；用钩捞取 n.鱼，鱼类 vt.钓鱼，捕鱼；搜寻 n.(Fish)人名；(英、西)菲什；(俄)菲施

200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201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202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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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giorgos 1 乔治

205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206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207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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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
伯、巴基)哈伊

210 hand 1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
211 hands 1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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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213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214 historical 1 [his'tɔrikəl] adj.历史的；史学的；基于史实的

215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
216 holiday 1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
217 insects 1 ['ɪnsekts] n. 昆虫；虫子；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.

218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219 interested 1 ['intristid, 'intər-] adj.感兴趣的；有权益的；有成见的 v.使…感兴趣（interest的过去分词）

220 interesting 1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
221 involves 1 英 [ɪn'vɒlv] 美 [ɪn'vɑ lːv] vt. 包含；使忙于；牵涉；使卷入；使陷入

222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223 joining 1 ['dʒɔiniŋ] n.连接；接缝；连接物

224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225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226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227 kostas 1 科斯塔斯

228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克；(匈)洛克

229 last 1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持，够用；持久 vt.度过，拖过；使维持 adv.最后地；上次，最近；最后一点 n.(La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罗、瑞典)拉斯特

230 laughing 1 ['lɑ:fiŋ, 'læf-] adj.可笑的；高兴的；带笑的 n.笑；笑声 v.笑（laugh的ing形式）

231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
232 leaves 1 [li:vz] n.树叶；花瓣（leaf的复数） v.离开（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233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
234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235 liquids 1 ['lɪkwɪdz] 液体

236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237 mainly 1 ['meinli] adv.主要地，大体上

238 manufacturing 1 [,mænju'fæktʃəriŋ] adj.制造的；制造业的 n.制造业；工业 v.制造；生产（manufacture的ing形式）

239 maritime 1 ['mæritaim] adj.海的；海事的；沿海的；海员的

240 material 1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
241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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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mistake 1 [mi'steik] n.错误；误会；过失 vt.弄错；误解 vi.弄错；误解

244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245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246 naturally 1 ['nætʃərəli] adv.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

247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48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249 number 1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
250 objects 1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
251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252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253 OK 1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j.好的；不错的 adv.行；很好 int.好；可以 vt.对…表示同意 n.同意

254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255 only 1 ['əunli] adv.只，仅仅；不料 adj.唯一的，仅有的；最合适的 conj.但是；不过；可是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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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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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258 ordering 1 ['ɔ:dəriŋ] n.订购；[计]排序；[计]定序 v.订购（order的ing形式）；命令；指挥

259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60 owned 1 [əund] v.拥有；承认（own的过去分词） adj.自身拥有的

261 paintings 1 ['peɪntɪŋz] n. 绘画作品；绘画艺术 名词painting的复数形式.

262 part 1 n.部分；角色；零件；一些；片段 vt.分离；分配；分开 vi.断裂；分手 adv.部分地 adj.部分的 n.(Part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帕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263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
264 pH 1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
265 pictures 1 ['pɪktʃəz] n.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.

266 pine 1 [pain] vi.渴望，痛苦；憔悴 n.[林]松树；凤梨，菠萝 vt.为…悲哀；哀悼 adj.松木的；似松的 n.(Pine)人名；(英)派因

267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268 plastic 1 ['plæstik,'plɑ:s-] adj.塑料的；（外科）造型的；可塑的 n.塑料制品；整形；可塑体

269 pleasure 1 ['pleʒə, 'plei-] n.快乐；希望；娱乐；令人高兴的事 vt.使高兴；使满意 vi.高兴；寻欢作乐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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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printed 1 adj.印刷的；印花样的；已印好的 v.[印刷]印刷；出版（print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；铭记

272 process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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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production 1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274 public 1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275 purpose 1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
276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277 questioned 1 ['kwestʃən] n. 问题；疑问 v. 询问；怀疑

278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279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280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281 reducing 1 英 [rɪ'djuːsɪŋ] 美 [rɪ'duːsɪŋ] n. 减低；还原；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82 remaining 1 [rɪ'meɪnɪŋ] adj. 剩余的

283 repairs 1 [rɪ'peəz] n. 修理工作 名词repair的复数形式.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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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requires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286 resistant 1 [ri'zistənt] adj.抵抗的，反抗的；顽固的 n.抵抗者

287 round 1 [raund] n.圆；循环；一回合；圆形物 adj.圆的；完全的；大概的；肥胖的 adv.在周围；迂回地；朝反方向；挨个 vt.完
成；围捕；绕行；弄圆 vi.进展；变圆；环行；发胖 prep.附近；绕过；大约；在…周围 n.(Round)人名；(英)朗德

288 rounded 1 ['raundid] adj.圆形的；全面的；丰满的

289 sad 1 [sæd] adj.难过的；悲哀的，令人悲痛的；凄惨的，阴郁的（形容颜色）

290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91 scientific 1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
292 sculptures 1 英 ['skʌlptʃə(r)] 美 ['skʌlptʃər] n. 雕塑；雕刻 v. 雕刻；雕塑；刻蚀；当雕刻师

293 securing 1 [sɪ'kjʊəɪŋ] n. 固定 动词secu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94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295 setting 1 ['setiŋ] n.环境；安装；布置；[天]沉落 v.放置；沉没；使…处于某位置（set的ing形式）

296 shallow 1 ['ʃæləu] adj.浅的；肤浅的 n.[地理]浅滩 vt.使变浅 vi.变浅 n.(Shallow)人名；(英)沙洛

297 shape 1 [ʃeip] n.形状；模型；身材；具体化 vt.形成；塑造，使成形；使符合 vi.形成；成形；成长 n.(Shape)人名；(瑞典)沙佩

298 ship 1 [ʃip] vt.运送，乘船；以船运送 vi.上船；乘船旅行；当船员 n.船；舰；太空船 n.(Ship)人名；(中)摄(广东话·威妥玛)

299 shipbuilders 1 n.造船业主，造船工程师，造船公司( shipbuilder的名词复数 )

300 ships 1 [ʃɪps] n.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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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1 shortage 1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
302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303 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304 simple 1 ['simpl] adj.简单的；单纯的；天真的 n.笨蛋；愚蠢的行为；出身低微者 n.(Simple)人名；(法)桑普勒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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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307 skilled 1 [skild] adj.熟练的；有技能的；需要技能的

308 skillful 1 ['skilful] adj.熟练的；巧妙的

309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310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311 somehow 1 adv.以某种方法；莫名其妙地

312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313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314 state 1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315 strength 1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
316 stronger 1 [英[strɒŋə(r)] 美[strɒŋə]] adj.更强壮的

317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318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319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320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321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322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323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324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325 tiring 1 ['taiəriŋ] adj.累人的；麻烦的；无聊的；引起疲劳的 v.厌倦；使劳累（tire的ing形式）；感到疲倦

326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327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328 tough 1 [tʌf] adj.艰苦的，困难的；坚强的，不屈不挠的；坚韧的，牢固的；强壮的，结实的 n.恶棍 vt.坚持；忍受，忍耐 adv.
强硬地，顽强地 n.(Tough)人名；(英)图赫

329 tradition 1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
330 transport 1 [træns'pɔ:t; trænz-træns'pɔ:t, trænz-, trɑ:n-, 'trænspɔ: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机；狂喜；流放犯 vt.运输；流放；使狂喜

331 treated 1 [triː tɪd] v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 vbl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

332 trees 1 [triː 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的复数形式

333 tried 1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
334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35 type 1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336 uncertain 1 [,ʌn'sə:tən] adj.无常的；含糊的；靠不住的；迟疑不决的

337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338 unfortunately 1 [ʌn'fɔ:tʃənətli] adv.不幸地

339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340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341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342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43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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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vehicles 1 ['viː ɪklz] n. 交通工具；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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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6 visitors 1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347 VOA 1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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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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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351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352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353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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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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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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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8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人名；(英)朗

359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60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361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362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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