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0-05 [As It Is] California Oil Spill Endangers Coastal Wildlife
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6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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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oil 21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4 and 2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in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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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said 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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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to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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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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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pill 13 [spil] vt.使溢出，使流出；使摔下 vi.溢出，流出；摔下；涌流 n.溢出，溅出；溢出量；摔下；小塞子 n.(Spill)人名；(德)施
皮尔

10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 O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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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n 7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3 beach 7 [bi:tʃ] n.海滩；湖滨 vt.将…拖上岸 vi.搁浅；定居 n.(Beach)人名；(英)比奇

14 California 7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15 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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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pipeline 7 n.管道；输油管；传递途径

17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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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coast 6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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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Huntington 6 ['hʌntiŋtən] n.亨廷顿（男子名，美国地名）

21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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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up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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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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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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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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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7 ha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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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 officials 4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29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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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1 beaches 3 [biː tʃ] n. 海滩；海滨；沙滩 vt. 拖(船)上岸

32 birds 3 ['bɜːdz] n. 鸟，鸟类；禽（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）

33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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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call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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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comes 3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36 comp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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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damage 3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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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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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int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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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liters 3 ['lɪtərz] 公升

41 near 3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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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44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45 Saturday 3 ['sætədi; -dei] n.星期六

46 she 3 [ʃi:] pron.她（主格）；它（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、船舶、地球、月亮等） n.女人；雌性动物 n.(She)人名；(中)佘(普通话
·威妥玛)

47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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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50 wildlife 3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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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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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amplify 2 ['æmplifai] vt.放大，扩大；增强；详述 vi.详述

55 appeared 2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6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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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barbara 2 ['ba:bərə] n.芭芭拉（女子名）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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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60 boats 2 英 [bəʊt] 美 [boʊt] n. 船；船型物 v. 划船；放于船上；乘船

61 brown 2 [braun] adj.棕色的，褐色的；太阳晒黑的 vi.变成褐色 n.褐色，棕色 vt.使变成褐色 n.(Brown)人名；(英、意、芬、捷、
德、法、西、葡)布朗

62 carr 2 [ka:] n.载波体；[植]卡尔群落

63 catastrophe 2 [kə'tæstrəfi] n.大灾难；大祸；惨败

64 clean 2 [kli:n] adj.清洁的，干净的；清白的 vt.使干净 vi.打扫，清扫 adv.完全地 n.打扫 n.(Clean)人名；(英)克林

65 coastal 2 ['kəustəl] adj.沿海的；海岸的

66 c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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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contact 2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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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county 2 ['kaunti] n.郡，县

70 covere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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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1 crude 2 [kru:d] adj.粗糙的；天然的，未加工的；粗鲁的 n.原油；天然的物质

72 devastating 2 ['devəsteitiŋ] adj.毁灭性的；全然的 v.摧毁（devastate的ing形式）；毁坏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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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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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drilling 2 ['driliŋ] n.钻孔；训练，教练；演练 v.钻孔；训练（drill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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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evening 2 ['i:vniŋ] n.晚上；傍晚；（联欢性的）晚会；后期 adj.在晚上的；为晚上的；晚上用的 int.晚上好（等于goodevening）

78 fis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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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Friday 2 ['fraidi] n.星期五

80 great 2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81 guard 2 [gɑ:d] n.守卫；警戒；护卫队；防护装置 vi.警惕 vt.保卫；监视 n.(Guard)人名；(英)格尔德

82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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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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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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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la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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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leak 2 [li:k] n.泄漏；漏洞，裂缝 vt.使渗漏，泄露 vi.漏，渗；泄漏出去 n.(Leak)人名；(英)利克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力

86 leaked 2 [liː kt] adj. 漏的 动词lea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87 lives 2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88 night 2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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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operates 2 英 ['ɒpəreɪt] 美 ['ɑːpəreɪt] v. 操作；运转；经营；动手术

91 orange 2 ['ɔrindʒ, 'ɔ:-] adj.橙色的；橘色的 n.橙；橙色；桔子 n.(Orange)人名；(英)奥林奇；(法)奥朗热

92 pl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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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quickly 2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94 santa 2 ['sæntə] n.圣诞老人（等于SantaClaus）

95 shut 2 [ʃʌt] vt.关闭；停业；幽禁 vi.关上；停止营业 n.关闭 adj.关闭的；围绕的 n.(Shut)人名；(俄)舒特；(中)室(广东话·威妥玛)

96 smell 2 [smel] vi.嗅，闻；有…气味 vt.嗅，闻；察觉到；发出…的气味 n.气味，嗅觉；臭味

97 southern 2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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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structures 2 [st'rʌktʃəz] n.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.

100 took 2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101 tremendous 2 adj.极大的，巨大的；惊人的；极好的

102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03 wat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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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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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accident 1 ['æksidənt] n.事故；意外；[法]意外事件；机遇

107 acted 1 ['æktɪd] v. 行动；假装；表演；扮演；充当（动词a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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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afternoon 1 [,ɑ:ftə:'nu:n, ,æf-, 'ɑ:ftə'nu:n, 'æf-] n.午后，下午

110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11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12 angeles 1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113 anna 1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114 announce 1 [ə'nauns] vt.宣布；述说；预示；播报 vi.宣布参加竞选；当播音员

115 anoth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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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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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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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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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0 avoided 1 [ə'vɔɪdɪd] adj. 避免了 动词avoi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21 barriers 1 ['bæriəz] 障碍

122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123 biological 1 [,baiəu'lɔdʒik,-kəl] adj.生物的；生物学的

124 blue 1 n.蓝色；[复数]（美国海、陆、空三军穿的）蓝色制服；蓝颜料；[theblue(s)][用作单数或复数]布鲁斯（歌曲）（一种伤
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.蓝色的；沮丧的，忧郁的；下流的 vt.把…染成蓝色；使成蓝色；给…用上蓝剂；用上蓝剂于 vi.变成
蓝色，呈蓝色 n.（英、西、意）布卢（人名）

125 broken 1 ['brəukən] adj.破碎的；坏掉的 v.折断；打碎；损坏（break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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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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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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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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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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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charter 1 ['tʃɑ'tə] vt.特许；包租；发给特许执照 n.宪章；执照；特许状 n.(Charter)人名；(法)沙尔泰；(英)查特

132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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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135 connecting 1 [kə'nektiŋ] n.连接；管接头，套管 adj.[计]连接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ing形式）

136 constitute 1 ['kɔnstitju:t] vt.组成，构成；建立；任命

137 constitutes 1 ['kɒnstɪtju tːs] v. 组成，constitu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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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corporation 1 n.公司；法人（团体）；社团；市政当局

140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141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142 dead 1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
143 dealt 1 [delt] v.处理（dea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44 deployed 1 [dɪ'plɔɪ] v. 部署；展开；进入战斗位置；配置

145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46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147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148 dirty 1 ['də:ti] adj.下流的，卑鄙的；肮脏的；恶劣的；暗淡的 vt.弄脏 vi.变脏

149 disaster 1 [,di'zɑ:stə] n.灾难，灾祸；不幸

150 diversity 1 [dai'və:səti] n.多样性；差异

151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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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3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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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156 email 1 ['i:'meil] n.电子信函 vt.给…发电子邮件 n.(Email)人名；(法)埃马伊

157 endangered 1 [in'deindʒəd] adj.濒临灭绝的；有生命危险的

158 endangers 1 英 [ɪn'deɪndʒə(r)] 美 [ɪn'deɪndʒər] vt. 危及；危害

159 ends 1 ['endz] n. 结束；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.

160 energy 1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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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163 entered 1 ['entə(r)d] adj. 进入的 动词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64 environmentalists 1 n.环境保护论者，人类生态学者( environmentalist的名词复数 )

165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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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68 felt 1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169 floating 1 ['fləutiŋ] adj.流动的；漂浮的，浮动的 v.漂浮（float的现在分词）

170 Foley 1 ['fəuli:] n.福利（姓氏）

171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172 garry 1 ['gæri] n.奥里根白栎（植物） n.(Garry)人名；(英、法)加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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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174 grew 1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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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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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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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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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82 home 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183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84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185 humpback 1 ['hʌmpbæk] n.驼背；座头鲸

186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87 impossible 1 [im'pɔsəbl] adj.不可能的；不可能存在的；难以忍受的；不真实的 n.不可能；不可能的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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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investigating 1 [ɪn'vestɪɡeɪt] v. 调查；研究

190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191 katrina 1 [kə'tri:nə] n.卡特里娜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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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Kim 1 [kim] n.金姆（人名）

194 Laguna 1 [lə'gu:nə] n.小池；小湖 n.(Laguna)人名；(西)拉古纳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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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97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
198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199 leaking 1 [liː kɪŋ] adj. 渗漏的；不密闭的；易泄漏的 n. 渗漏；耗散 动词leak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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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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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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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3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204 loc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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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Los 1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英)洛斯

206 ma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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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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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209 marsh 1 [mɑ:ʃ] n.沼泽；湿地 adj.沼泽的；生长在沼泽地的 n.(Marsh)人名；(俄)马尔什；(英、瑞典)马什

210 martyn 1 n. 马丁

211 matteo 1 n. 马泰奥

212 mayor 1 ['mεə] n.市长 n.(Mayor)人名；(英)梅厄；(法、西、俄)马约尔

213 meters 1 英 ['miː tə(r)] 美 ['miː 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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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miyoko 1 三四子

216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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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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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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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220 neighbors 1 ['neɪbɔː z] n. 邻居 名词neighbor的复数形式. =neighbours.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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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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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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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oceans 1 ['əʊʃnz] n. 大洋

225 offshore 1 ['ɔf'ʃɔ:, 'ɔ:-] adj.离岸的；[海洋]近海的；吹向海面的 adv.向海面，向海

226 operation 1 [,ɔpə'reiʃən] n.操作；经营；[外科]手术；[数][计]运算

227 ov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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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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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230 owners 1 ['əʊnəz] 业主

231 pacific 1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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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plover 1 ['plʌvə] n.珩；千鸟；珩科鸟（如凤头麦鸡）

234 polluted 1 [pə'lju:tid] adj.受污染的；被玷污的 v.污染（pollu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5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236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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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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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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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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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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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reacted 1 [ri'ækt] v. 反应；反攻

245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46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47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248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249 residents 1 ['rezɪdənts] 居民

250 response 1 [ri'spɔns] n.响应；反应；回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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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rest 1 [rest] vt.使休息，使轻松；把…寄托于 n.休息，静止；休息时间；剩余部分；支架 vi.休息；静止；依赖；安置 n.(Rest)人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
253 restricted 1 [ri'striktid] adj.受限制的；保密的 v.限制（restr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54 returning 1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
255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56 rich 1 adj.富有的；肥沃的；昂贵的 adj.油腻的，含有很多脂肪 n.(Rich)人名；(丹)里克；(捷)里赫；(英、西)里奇；(葡、法)里什

257 rick 1 [rik] vt.把…堆成垛；（英）扭伤 vi.扭伤 n.干草堆；扭伤；人力车 adj.伪装的 n.(Rick)人名；(瑞典)里克；

258 ricks 1 [rɪk] n. 干草堆；扭伤 v. 堆成小屋形；扭伤 Rick. n. 瑞克(男子名)

259 rigs 1 n. 船具；服饰；装束；钓具；钻井架 名词rig的复数形式. abbr. 无线电惯性制导系统(=radio-inertial guidance system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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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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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262 sakashita 1 坂下

263 sa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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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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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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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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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shine 1 vi.发出光；反射光，闪耀；出类拔萃，表现突出；露出；照耀；显露；出众 vt.照射，擦亮；把…的光投向；（口）通
过擦拭使…变得有光泽或光 n.光亮，光泽；好天气；擦亮；晴天；擦皮鞋；鬼把戏或诡计 n.（英）夏因（人名）；（日）
新荣（人名）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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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70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271 situations 1 [sɪtʃ'ʊeɪʃnz] 现状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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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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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snowy 1 ['snəui] adj.下雪的，多雪的；被雪覆盖的；洁白无瑕的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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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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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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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sout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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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species 1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280 spilled 1 [spɪl] v. 溢出；洒；使 ... 流出；泄漏 n. 溢出；流；木片；小杆

281 star 1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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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284 supervisor 1 监督人，指导者；[管理]管理人；检查员

285 suspected 1 英 [səs'pektɪd] 美 [sə'spektɪd] adj. 可疑的；嫌疑的 动词su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86 talbert 1 n. 塔尔伯特

287 tanker 1 ['tæŋkə] n.油轮；运油飞机；油槽车；坦克手 n.(Tanker)人名；(土)坦凯尔

288 tern 1 [tə:n] n.燕鸥；三个一组 adj.三个一套的 n.(Tern)人名；(瑞典、德)特恩

289 terrible 1 ['terəbl] adj.可怕的；很糟的；令人讨厌的 adv.很，非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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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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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294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295 threatened 1 ['θretənd] adj.受到威胁的 v.威胁（threaten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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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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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torgerson 1 n. 托格森

299 trader 1 ['treidə] n.交易者；商人；商船 n.(Trader)人名；(英)特雷德

300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301 underwater 1 ['ʌndə'wɔ:tə] adj.在水中的；水面下的 adv.在水下 n.水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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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unprocessed 1 英 /ʌn'prəʊsest/ 美 /ənˈprɑːsest/ adj. 未被加工的

303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304 us 1 pron.我们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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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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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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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washing 1 ['wɔʃiŋ, 'wɔ:ʃ-] n.洗涤；洗涤剂；要洗的衣物 adj.洗涤用的，清洗用的 v.洗；使受洗礼（wash的ing形式）

309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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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weekend 1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
311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312 wetlands 1 ['wetlændz] n.湿地（wetland的复数形式）；沼泽地；塘地

313 whales 1 n.鲸鱼（whale的复数） v.捕鲸（wha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14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315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16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317 willsher 1 [人名] 威尔希尔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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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9 wor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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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rried 1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
321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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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yacht 1 [jɔt] vi.乘游艇，驾游艇 n.游艇，快艇；轻舟 n.(Yacht)人名；(英)约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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