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9-08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How Wetlands Help Protect
Louisiana from Powerful Ocean Storm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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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bsorb 2 [əb'sɔ:b, -'zɔ:b] vt.吸收；吸引；承受；理解；使…全神贯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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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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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visor 1 [əd'vaizə] n.顾问；指导教师；劝告者

7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8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9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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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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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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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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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5 and 1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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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p 1 abbr.美国联合通讯社（AssociatedPress）；空气污染（AirPollution）；大气规划（AirProgram）；汇编程序
（AssemblyProgram） n.(Ap)人名；(中)鸭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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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0 army 1 ['ɑ:mi] n.陆军，军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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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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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shley 2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24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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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authority 1 [ɔ:'θɔrəti] n.权威；权力；当局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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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arrier 2 ['bæriə] n.障碍物，屏障；界线 vt.把…关入栅栏 n.(Barrier)人名；(法)巴里耶

29 barriers 4 ['bæriəz] 障碍

30 b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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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2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3 benefit 1 n.利益，好处；救济金 vt.有益于，对…有益 vi.受益，得益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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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36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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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illion 2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39 blocked 1 [blɔkt] adj.堵塞的；被封锁的 v.阻塞（block的过去分词）

40 bottom 1 ['bɔtəm] n.底部；末端；臀部；尽头 adj.底部的 vt.装底；测量深浅；查明真相 vi.到达底部；建立基础 n.(Bottom)人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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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英)博顿

41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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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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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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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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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47 Caty 1 卡蒂

48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49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50 cleaning 1 ['kli:niŋ] n.清洗；清除；去污；大败 v.清洁（clean的ing形式）

51 coastal 3 ['kəustəl] adj.沿海的；海岸的

52 complex 1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53 condition 2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54 contain 1 [kən'tein] vt.包含；控制；容纳；牵制（敌军） vi.含有；自制

55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56 controls 1 英 [kən'trəʊls] 美 [kən'troʊls] n. 控制器；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.

57 corps 1 [kɔ:] n.军团；兵种；兵队；（德国大学的）学生联合会 n.(Corps)人名；(西、德)科尔普斯

58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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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overage 1 n.覆盖，覆盖范围；新闻报道

61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62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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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defense 1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
65 defenses 1 [dɪ'fens] n. 防卫；防卫物；辩护 vt. 防守

66 delta 1 ['deltə] n.（河流的）三角洲；德耳塔（希腊字母的第四个字） n.(Delta)人名；(英、罗、葡)德尔塔

67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68 disastrous 1 [di'zɑ:strəs] adj.灾难性的；损失惨重的；悲伤的

69 dissipating 1 ['dɪsɪpeɪt] v. 驱散；消散；散去；浪费；挥霍；放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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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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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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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74 earlier 2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75 earth 1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
76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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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ed 1 [ed] abbr.Edmund，Edward，Edwin等的昵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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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effective 1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
81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82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83 elements 1 ['elɪmənts] n. 要素，元素；基本原则；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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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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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energy 2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86 engineering 1 [,endʒi'niəriŋ] n.工程，工程学 v.设计；管理（engineer的ing形式）；建造

87 engineers 1 英 [ˌendʒɪ'nɪə(r)] 美 [ˌendʒɪ'nɪr] n. 工程师；机(械)师 vt. 设计；建造；策划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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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environmental 2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90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91 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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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examination 1 [ig,zæmi'neiʃən] n.考试；检查；查问

93 expanses 1 n.广阔的区域( expanse的名词复数 )

94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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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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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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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flood 3 [flʌd] vt.淹没；充满；溢出 vi.涌出；涌进；为水淹没 n.洪水；泛滥；一大批 n.(Flood)人名；(英)弗勒德；(瑞典、芬)弗洛
德

100 flooding 1 ['flʌdiŋ] n.泛滥；产后出血

101 flow 1 [fləu] vi.流动，涌流；川流不息；飘扬 vt.淹没，溢过 n.流动；流量；涨潮，泛滥 n.(Flow)人名；(英)弗洛

102 for 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3 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104 foundation 1 [faun'deiʃən] n.基础；地基；基金会；根据；创立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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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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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108 Galloway 1 ['gæləwei] n.苏格兰加罗韦原产的马

109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
110 gerald 1 ['dʒerəld] n.杰拉尔德（男子名，义为勇敢的战士）

111 gradual 1 ['grædʒuəl] adj.逐渐的；平缓的 n.弥撒升阶圣歌集

112 grasses 1 ['grɑːsɪz] n. 禾本科植物 名词grass的复数.

113 ground 1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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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gulf 2 [gʌlf] n.海湾；深渊；分歧；漩涡 vt.吞没

116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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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7 harm 1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
118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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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having 2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20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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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hel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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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helped 3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123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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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26 Hugh 1 [hju:] n.休（男子名）

127 hurricane 2 ['hʌrikən] n.飓风，暴风

128 hurricanes 1 ['hʌrikənz] n. 飓风（名词hurricane的复数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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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Ida 4 ['aidə] n.艾达（女子名）

130 improving 1 [ɪm'pruːvɪŋ] n. 改良；改进 动词impr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31 i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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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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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inland 1 ['inlənd, -lænd] n.内地；内陆 adj.内陆的；内地的；国内的 adv.在内地；向内地；向内陆；在内陆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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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6 islan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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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Islands 1 ['ailənds] n.群岛（island的复数）；岛屿

138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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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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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katrina 2 [kə'tri:nə] n.卡特里娜（女子名）

141 kee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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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kilometers 3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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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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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land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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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lar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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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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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49 launched 1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150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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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153 lef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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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4 lessening 1 ['lesəniŋ] n.减轻，减少；变小 v.减少；变小（lessen的ing形式）

155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156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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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158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159 link 2 [liŋk] n.[计]链环，环节；联系，关系 vt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，结合 vi.连接起来；联系在一起；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.
(Li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塞、捷、匈、瑞典)林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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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162 lose 1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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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loss 1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
165 losses 1 ['lɒsɪz] n. 损耗 名词loss的复数形式.

166 Louisiana 7 [lu:,i:zi'ænə] n.美国路易斯安那州

167 l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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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lying 1 adj.说谎的；躺着的，卧着的 n.说谎；横卧

169 majo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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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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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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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171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172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73 marshland 2 ['mɑ:ʃlænd] n.沼泽地，沼泽地区

174 Maryland 1 ['mεərilænd] n.马里兰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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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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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178 Mexico 1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179 Mississippi 1 [ˌmisi̍ sipi] n.密西西比河（美国河流，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）；密西西比州（美国州名）

180 moderate 1 ['mɔdərət, 'mɔdəreit] adj.稳健的，温和的；适度的，中等的；有节制的 vi.变缓和，变弱 vt.节制；减轻

181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82 mo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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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mo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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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moves 1 [muːv] n.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.

185 natural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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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87 nex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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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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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90 ocean 2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191 of 2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92 offer 2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193 officer 1 ['ɔfisə, 'ɔ:-] n.军官，警官；公务员，政府官员；船长 vt.指挥 n.(Officer)人名；(英)奥菲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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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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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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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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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operating 1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
199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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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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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Orleans 2 [ɔ:'liənz] n.奥尔良（法国城市）

202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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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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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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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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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plant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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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9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210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11 powerful 2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212 predicted 1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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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prediction 1 [pri'dikʃən] n.预报；预言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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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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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prevention 1 [pri'venʃən, pri:-] n.预防；阻止；妨碍

217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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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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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projects 2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221 property 1 ['prɔpəti] n.性质，性能；财产；所有权

222 protect 5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23 protection 4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224 protections 1 [prə'tekʃnz] 保护

225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226 pumps 1 ['pʌmps] n. 轻舞鞋 名词pump的复数形式.

227 pushed 1 [puʃt] adj.处于窘境的；为难的；推挤现象的 v.推；挤；逼迫（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28 receives 1 [rɪ'siː v] v. 接到；收到；接待

229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30 redirected 1 [ˌriː də'rekt] adj. 再直接的 v. 重新传入；重新寄送

231 renew 1 vt.使更新；续借；续费；复兴；重申 vi.更新；重新开始

232 repairing 1 [ri'peəriŋ] v.修复（repair的ing形式）；修理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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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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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36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237 resistance 1 [ri'zistəns] n.阻力；电阻；抵抗；反抗；抵抗力

238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239 restoration 6 [,restə'reiʃən] n.恢复；复位；王政复辟；归还

240 restore 2 [ri'stɔ:] vt.恢复；修复；归还 vi.恢复；还原

241 restored 1 [rɪ'stɔː d] adj. 恢复的

242 return 1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243 risks 1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
244 rita 1 ['ri:tə] n.丽塔（女子名）

245 river 3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246 Roberts 1 ['rɔbəts] n.罗伯茨（姓氏）

247 rose 1 n.玫瑰；粉红色；蔷薇（花）；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.玫瑰花的；玫瑰色的；粉红色的；带有玫瑰香味的 vt.使成玫瑰色，
使（面颊）发红；使有玫瑰香味 vi.起义(rise的过去式)；升起；（数量）增加；休会

248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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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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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51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252 seawall 1 ['si:wɔ:l] n.海塘；防波堤

253 served 1 英 [sɜːv] 美 [sɜ rː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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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shallow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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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sharply 1 ['ʃa:pli]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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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shrinkin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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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8 simply 1 ['simpli] adv.简单地；仅仅；简直；朴素地；坦白地

259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260 sl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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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slowed 1 英 [sləʊ] 美 [sloʊ] adj. 慢的 adv. 慢慢地 v. 放慢；减速

262 slowing 1 英 [sləʊɪŋ] 美 [sloʊɪŋ] n. 慢化；减速 动词slow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63 sm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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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soft 1 [sɔft, sɔ:ft] adj.软的，柔软的；温柔的，温和的；软弱的；笨的 adv.柔软地；温和地 n.柔性；柔软的东西；柔软部分

265 someday 1 ['sʌm,dei] adv.有一天，有朝一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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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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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269 squ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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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stat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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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still 1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272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273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274 storm 7 [stɔ:m] n.暴风雨；大动荡 vi.起风暴；横冲直撞；狂怒咆哮 vt.猛攻；怒骂 n.(Storm)人名；(瑞典)斯托姆；(德)施托姆；
(英、西、芬)斯托姆

275 storms 7 英 [stɔː m] 美 [stɔː rm] n. 暴风雨 v. 起风暴；猛攻；暴怒；捣毁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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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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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such 3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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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surfac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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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surges 1 英 [sɜːdʒ] 美 [sɜ rːdʒ] n. 汹涌；波涛；猛增 v. 汹涌；涌起；激增；[海]缆绳滑脱

282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83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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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t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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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the 5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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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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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90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91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92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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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Thompson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294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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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to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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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6 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
297 towar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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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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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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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9 uneven 1 [,ʌn'i:vən] adj.不均匀的；不平坦的；[数]奇数的

300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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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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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Walton 1 ['wɔ:ltən] n.沃尔顿（男子姓氏）

30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05 wate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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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waves 1 [weivz] n.[物][军]波（wave的复数形式） v.波动；起伏（wa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挥动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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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weaken 1 ['wi:kən] vt.减少；使变弱；使变淡 vi.变弱；畏缩；变软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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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11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12 wetland 1 ['wetlænd] n.湿地；沼泽地 n.(Wetland)人名；(德)韦特兰

313 wetlands 11 ['wetlændz] n.湿地（wetland的复数形式）；沼泽地；塘地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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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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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winds 1 ['waɪndz] [ win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317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18 wor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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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9 wor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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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0 work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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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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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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