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9-07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Brazil Water Study Raises
Fears for Drought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5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3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and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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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2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5 water 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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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in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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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to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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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 said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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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Brazil 10 [brə'zil] n.巴西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10 t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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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h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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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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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fires 8 [fɑɪrs] n. 火力 名词fire的复数形式.

14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5 has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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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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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pantanal 7 [pæn'teɪnəl] 低地沼泽(巴西中央部)

18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9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0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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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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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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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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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percent 6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
25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6 also 5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27 area 5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8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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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 year 5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0 a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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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2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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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drought 4 [draut] n.干旱；缺乏 n.(Drought)人名；(英)德劳特

34 group 4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35 if 4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36 larg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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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lik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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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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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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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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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there 4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41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2 wetlands 4 ['wetlændz] n.湿地（wetland的复数形式）；沼泽地；塘地

43 world 4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44 amazon 3 ['æməzɔn] 亚马逊；古希腊女战士

45 America 3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46 artificial 3 [,ɑ:ti'fiʃəl] adj.人造的；仿造的；虚伪的；非原产地的；武断的

47 Brazilian 3 [brə'ziljən] adj.巴西的；巴西人的 n.巴西人

48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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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energy 3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50 environmental 3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51 forest 3 ['fɔrist] vt.植树于，使成为森林 n.森林 n.(Forest)人名；(法)福雷；(英、西)福雷斯特

52 happening 3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53 hydroelectric 3 [,haidrəui'lektrik] adj.水力发电的；水电治疗的

54 intelligence 3 n.智力；情报工作；情报机关；理解力；才智，智慧；天分

55 local 3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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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par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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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power 3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以
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59 rabelo 3 拉贝洛

60 resources 3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61 Rivers 3 ['rivə:s] n.里弗斯（人名）；河流州（尼日利亚州名）；河水钻

62 scientists 3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63 since 3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64 s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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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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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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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study 3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68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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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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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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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used 3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72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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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74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75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76 ability 2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77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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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Alice 2 ['ælis] n.爱丽丝（女子名）

79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80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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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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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82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83 Bernardino 2 n.(Bernardino)人名；(英)伯纳迪诺；(西、意、葡)贝尔纳迪诺

84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85 bodies 2 英 ['bɒdi] 美 ['bɑːdi] n. 身体；主体；正文；主要部分；尸体；躯体；团体 v. 赋…以形体

86 Bryant 2 ['braiənt] n.布赖恩特（男子名，等于Brian）

87 burning 2 ['bə:niŋ] adj.燃烧的；强烈的；发热的 n.燃烧 vi.燃烧（burn的现在分词）

88 climate 2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89 control 2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90 crops 2 n.农作物（crop的复数）；收成；[冶]切头 v.种植（crop的三单形式）；收割；修剪；产庄稼

91 de 2 [di:] abbr.判定元件（DecisionElement） n.(De)人名；(朝)大

92 deals 2 [diː l] n. 协定；交易；大量 v. 应付；分配；处理；交易；经营

93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94 ecology 2 [i:'kɔlədʒi] n.生态学；社会生态学

95 electricity 2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
96 especially 2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97 evaporation 2 [i,væpə'reiʃən] n.蒸发；消失

98 events 2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99 experts 2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00 far 2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101 fire 2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开
枪；激动；烧火

102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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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had 2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
104 happen 2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05 human 2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06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07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08 land 2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109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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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levels 2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11 limit 2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112 loss 2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
113 low 2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114 natur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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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16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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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over 2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118 Parana 2 [,pærə'nɑ:] n.巴拉那河（位于南美洲）

119 patterns 2 ['pætənz] n. 式样；图案；样式；模式 名词的pattern复数形式.

120 perio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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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possible 2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122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23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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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problem 2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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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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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rainfall 2 ['reinfɔ:l] n.降雨；降雨量

127 repeated 2 [ri'pi:tid] adj.再三的，反复的 v.重复；复述（repeat的过去分词）

128 reservoirs 2 ['rezəvwɑːz] n. 储集层；储存器；水库

129 results 2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130 river 2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131 same 2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132 science 2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133 shortages 2 ['ʃɔː tɪdʒɪz] 缺陷

134 sou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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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start 2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136 States 2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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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139 supply 2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140 surface 2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
141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142 thousand 2 ['θauzənd] n.一千；一千个；许许多多 adj.成千的；无数的

143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144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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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usage 2 ['ju:zidʒ] n.使用；用法；惯例

146 usually 2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147 wetland 2 ['wetlænd] n.湿地；沼泽地 n.(Wetland)人名；(德)韦特兰

148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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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without 2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150 worst 2 [wə:st, 'wə:st] adj.最差的，最坏的；最不利的；效能最低的 n.最坏；最坏的时候 adv.最坏地；最不利地 n.(Worst)人名；
(英、德)沃斯特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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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153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154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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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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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affecting 1 [ə'fektiŋ] adj.动人的；感人的 v.影响（affect的ing形式）；感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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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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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agribusiness 1 ['ægri,biznis] n.农业综合企业（包括农业设备、用品的制造、农产品的产销、制造加工等）

162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63 Albuquerque 1 ['ælbəkə:ki] n.阿尔伯克基（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大城）

164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165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66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67 analyze 1 ['ænəlaiz] vt.对…进行分析，分解（等于analyse）

168 angelo 1 ['ændʒiləu] n.安吉洛（男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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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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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0 August 1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171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172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73 back 1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
后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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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176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177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178 bento 1 英 ['bentəʊ] 美 ['bentoʊ] n. <日语> 盒饭 =obento

179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
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180 blackout 1 ['blækaut] n.灯火管制；灯火熄灭；暂时的意识丧失

181 blackouts 1 [b'lækaʊts] 大停电事故

182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183 burn 1 [bə:n] vt.燃烧；烧毁，灼伤；激起…的愤怒 vi.燃烧；烧毁；发热 n.灼伤，烧伤；烙印 n.(Burn)人名；(英)伯恩

184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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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calculate 1 ['kælkjuleit] vi.计算；以为；作打算 vt.计算；预测；认为；打算

187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188 called 1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189 Caribbean 1 [kæri'bi(:)ən] adj.加勒比人的；加勒比海的；加勒比语的 n.加勒比海

190 cassio 1 卡西奥

191 Castro 1 ['kæstrəu] n.卡斯特罗（古巴领导人，1976-2006年在任）

192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193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194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195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196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197 check 1 vt.检查，核对；制止，抑制；在…上打勾 vi.核实，查核；中止；打勾；[象棋]将一军 n.<美>支票；制止，抑制；检
验，核对 n.（英）切克（人名）

198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99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
除；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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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202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203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
204 conference 1 n.会议；讨论；协商；联盟；（正式）讨论会；[工会、工党用语]（每年的）大会 vi.举行或参加（系列）会议

205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206 conservancy 1 [kən'sə:vənsi] n.管理；保护；保存

207 cooperators 1 n. 合作伙伴（cooperator的复数）；协办单位

208 correct 1 [kə'rekt] vt.改正；告诫 vi.调整；纠正错误 adj.正确的；恰当的；端正的

209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210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211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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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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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的

213 coverage 1 n.覆盖，覆盖范围；新闻报道

214 covers 1 英 ['kʌvə(r)] 美 ['kʌvər] n. 封面；盖子；套子；表面 v. 覆盖；涉及；包含；掩护；给…保险

215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特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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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dam 1 [dæm] v.控制；筑坝 n.[水利]水坝；障碍 n.(Dam)人名；(英、法、丹、德、瑞典)达姆；(老)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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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20 dams 1 n. 水坝 名词dam的复数形式. abbr. 防御性反导弹系统(=Defense Against Missiles Systems)

221 dan 1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222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223 decreasing 1 [di'kri:siŋ] adj.渐减的 v.减少；缩减（decrease的ing形式）

224 deny 1 [di'nai] vt.否定，否认；拒绝给予；拒绝…的要求 vi.否认；拒绝

225 depend 1 [di'pend] vi.依赖，依靠；取决于；相信，信赖

226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
227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228 disappeared 1 [dɪsə'piəd] adj. 消失的 动词disapp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29 disbelief 1 [,disbi'li:f] n.怀疑，不信

230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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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232 dried 1 [draid] adj.干燥的；弄干了的 v.使干（原形是dry）

233 droughts 1 [d'raʊts] 旱灾

234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235 eastern 1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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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eika 1 艾卡

238 electrical 1 [i'lektrikəl] adj.有关电的；电气科学的

239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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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environments 1 [en'vaɪərənmənts] 环境

242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243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244 evaporates 1 [ɪ'væpəreɪt] v. 蒸发；失去水分；消失

245 even 1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246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247 extreme 1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
248 factories 1 ['fæktri] n. 工厂；制造厂

249 facts 1 n. 事实 名词fact的复数形式.

250 failure 1 ['feiljə] n.失败；故障；失败者；破产

251 Farmers 1 n.[农]农民（farmer的复数）

252 faster 1 ['fa:stə] adj.更快的 adv.更快地 n.(Faster)人名；(德、捷)法斯特

253 fears 1 英 [fɪə(r)] 美 [fɪr] n. 担心；害怕；恐惧；【中药学】相畏 v. 害怕；担心；恐惧

254 Federal 1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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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255 feeds 1 [fiː d] vt. 喂养；饲养；靠 ... 为生；向 ... 提供 vi. 吃饲料；进餐 n. 一餐；饲料；饲养

256 fighters 1 歼击机

257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258 firefighters 1 ['faɪə̩ faɪtəz] n. 消防员（firefighter的复数）

259 firefighting 1 ['faɪəfaɪtɪŋ] n. 消防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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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1 flooding 1 ['flʌdiŋ] n.泛滥；产后出血

262 floods 1 [flʌd] v. 淹没；充满 n. 洪水

263 flows 1 [f'ləʊz] n. 流量 名词flow的复数形式.

264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265 formed 1 [fɔ:md] adj.成形的，成形 v.成形加工（form过去时形式）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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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freshwater 1 ['freʃ'wɔ:tə] adj.淡水的；无经验的 n.淡水；内河；湖水 n.(Freshwater)人名；(英)弗雷什沃特

268 friedell 1 n. 弗里德尔

269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70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271 gas 1 [gæs] n.气体；[矿业]瓦斯；汽油；毒气 vt.加油；毒（死） vi.加油；放出气体；空谈 n.(Ga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加斯

272 generation 1 [,dʒenə'reiʃən] n.一代；产生；一代人；生殖

273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74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275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276 google 1 [gu:gl] 谷歌；谷歌搜索引擎

277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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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280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281 hectares 1 n.公顷（等于2。471英亩）( hectare的名词复数 )

282 high 1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283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84 homes 1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国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285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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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immediate 1 [i'mi:diət] adj.立即的；直接的；最接近的

288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89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90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291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92 industries 1 ['ɪndəstri] n. 工业；产业；行业；勤勉；勤劳

293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294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295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296 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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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irreparable 1 [i'repərəbl] adj.不能挽回的；不能修补的

298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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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9 Jair 1 雅伊尔

300 Janeiro 1 n.（葡）一月

301 just 1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302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
303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304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305 lake 1 [leik] n.湖；深红色颜料；胭脂红 vt.（使）血球溶解 vi.（使）血球溶解 n.(Lake)人名；(德、塞、瑞典)拉克；(英)莱克

306 Lakes 1 [leiks] n.[地理]湖泊，湖畔；[涂料]色淀 n.(Lakes)人名；(德)拉克斯

307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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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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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lessen 1 ['lesən] vt.使…变小；使…减轻；使…变少 vi.减少；减轻；变小 n.(Lessen)人名；(德、罗)莱森

311 lights 1 [laits] n.灯光（light的复数）；（供食用的）家畜的肺脏 v.点亮（light的三单形式）

312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313 limiting 1 ['limitiŋ] adj.限制的；限制性的 v.限制；限定（limit的现在分词）

314 liquid 1 ['likwid] adj.液体的；清澈的；明亮的；易变的 n.液体，流体；流音

315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316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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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8 losing 1 ['lu:ziŋ] n.损失；失败 adj.输的；失败的；导致失败的 v.失去；损失（lose的ing形式）；错过

319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320 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321 ma 1 [mɑ:] n.妈 n.(Ma)人名；(老、柬、刚(金))马

322 machines 1 [mə'ʃiː n] n. 机器；做事效率高的人；工具；车辆 v. 以机器制造

323 manager 1 ['mænidʒə] n.经理；管理人员

324 manages 1 ['mænɪdʒ] v. 管理；经营；做成；设法对付；提供；有空

325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326 math 1 [mæθ] n.数学（等于mathematics） n.(Math)人名；(德)马特；(柬)马；(英)马思

327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328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329 million 1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
330 minister 1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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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333 most 1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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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much 1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336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337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338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39 ninety 1 ['nainti] n.九十 adj.九十的；九十岁的 num.九十

340 n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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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342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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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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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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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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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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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Ohio 1 [əu'haiəu] n.俄亥俄州（美国一个州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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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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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ongoing 1 ['ɔn,gəuiŋ, 'ɔ:n-] adj.不间断的，进行的；前进的 n.前进；行为，举止

352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353 overused 1 英 [ˌəʊvə'juːz] 美 [ˌoʊvər'juːz] v. 过度使用 n. 过度使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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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paolo 1 n. 保罗

356 partners 1 英 ['pɑ tːnə(r)] 美 ['pɑ rːtnər] n. 伙伴；搭档；伴侣；合伙人 v. 同 ... 合作；做 ... 的搭档

357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358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359 Patricio 1 帕特里西奥

360 pattern 1 ['pætən] n.模式；图案；样品 vt.模仿；以图案装饰 vi.形成图案

361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362 possibility 1 [,pɔsə'biləti] n.可能性；可能发生的事物

363 prevents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
364 prices 1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
365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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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project 1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368 protected 1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
369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370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371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372 rain 1 [rein] n.雨；下雨；雨天；雨季 vi.下雨；降雨 vt.大量地给；使大量落下 n.(Rain)人名；(法)兰；(英)雷恩；(罗、捷)赖恩

373 rainforest 1 英 ['reɪnfɒrɪst] 美 ['reɪnfɔː rɪst] n. 雨林

374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375 raises 1 ['reɪzɪz] n. 加薪；增加 名词raise的复数形式.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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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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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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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records 1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380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381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382 relationships 1 [rɪ'leɪʃnʃɪps] 关系[式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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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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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386 reserves 1 [rɪ'zɜːvz] n. 储量 名词reserve的复数形式.

387 reservoir 1 ['rezəvwɑ:] n.水库；蓄水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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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8 respond 1 [ri'spɔnd] vi.回答；作出反应；承担责任 vt.以…回答 n.应答；唱和

389 restore 1 [ri'stɔ:] vt.恢复；修复；归还 vi.恢复；还原

390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391 Rio 1 ['ri:əu] n.里约（巴西共和国的旧首都）

3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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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3 roads 1 n. 路；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. 罗兹(姓氏)

394 sao 1 abbr.区段刻录（Sessionatonce）；安全咨询意见 n.(Sao)人名；(老、缅、喀、柬)绍

395 satellite 1 ['sætəlait] n.卫星；人造卫星；随从；卫星国家

396 savannah 1 [sə'vænə] n.大草原，热带草原（等于savanna）
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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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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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9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
400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401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402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403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404 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405 shand 1 n. 尚德

406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407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408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409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410 specialists 1 ['speʃəlɪsts] n. 专家；专科医生 名词speacialist的复数.

411 square 1 [skwεə] adj.平方的；正方形的；直角的；正直的 vt.使成方形；与…一致 vi.一致；成方形 n.平方；广场；正方形 adv.成
直角地
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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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414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415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416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417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418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419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420 ten 1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
421 tested 1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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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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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5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426 thirty 1 ['θə:ti] n.三十年代 num.三十 adj.三十个的

427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428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429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430 through 1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431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432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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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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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435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436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437 trained 1 [treɪnd] adj.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38 travels 1 ['trævəlz] n. 漫游；旅行 名词travel的复数形式.

439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
440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
441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442 universities 1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 rːsəti] n. 大学

4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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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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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ve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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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6 wake 1 vi.醒来；唤醒；警觉 vt.叫醒；激发 n.尾迹；守夜；守丧 n.(Wake)人名；(英)韦克

447 warm 1 [wɔ:m] adj.温暖的；热情的 vi.同情；激动；变温暖 vt.使…兴奋；使…温暖；使…感兴趣 n.取暖；加热 n.(Warm)人名；
(英)沃姆；(德)瓦姆

448 warn 1 [wɔ:n] vt.警告，提醒；通知 vi.发出警告，发出预告 n.(Warn)人名；(英)沃恩；(德)瓦恩

449 warned 1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450 watering 1 n.浇水；灌溉；排水沟 adj.灌溉的；浇水用的；流口水的 v.浇水；灌溉；流口水（water的ing形式）

451 w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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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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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3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4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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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5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456 wildfire 1 ['waildfaiə] n.火灾；磷火，鬼火；散布极快的事物

457 wildfires 1 n. 野火（wildfire复数）；大火灾；鬼火；古时攻打敌船所用的燃料剂

458 wildlife 1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459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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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0 winter 1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
温特

461 wondered 1 英 ['wʌndə(r)] 美 ['wʌndər] n. 惊奇；惊愕；奇迹；奇观 v. 惊奇；想知道；怀疑 adj. 奇妙的；非凡的

4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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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63 worker 1 ['wə:kə] n.工人；劳动者；职蚁 n.(Worker)人名；(英)沃克

464 worry 1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465 worsen 1 ['wəsən] vi.恶化；变得更坏；更坏 vt.使恶化；使变得更坏

466 wwf 1 abbr.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(=World Wildlife Fund) abbr. 世界摔跤联合会(=World Wrestling Federation)

467 yearly 1 ['jə:li, 'jiə-] adj.每年的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 n.年刊；年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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