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0-10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Scientists Work to Solve
Caribbean Seaweed Mystery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5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2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in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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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to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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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1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6 that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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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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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seaweed 10 ['si:wi:d] n.海藻，海草

9 sargassum 8 [sɑ:'gæsəm] n.马尾藻类海草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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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ocean 7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12 thi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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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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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into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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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mo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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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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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mazon 5 ['æməzɔn] 亚马逊；古希腊女战士

18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9 growth 5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20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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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on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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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runoff 5 ['rʌnɔf, -ɔ:f] n.[水文]径流；决赛；流走的东西 adj.决胜的

23 scientists 5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4 sea 5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25 study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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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there 5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7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8 area 4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9 Atlantic 4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
30 Brazil 4 [brə'zil] n.巴西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31 found 4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32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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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nitrogen 4 ['naitrədʒən] n.[化学]氮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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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par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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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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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sewage 4 ['sju:idʒ] n.污水；下水道；污物

38 tha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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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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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years 4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40 amount 3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41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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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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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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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aribbean 3 [kæri'bi(:)ən] adj.加勒比人的；加勒比海的；加勒比语的 n.加勒比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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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dust 3 [dʌst] n.灰尘；尘埃；尘土 vt.撒；拂去灰尘 vi.拂去灰尘；化为粉末 n.(Dust)人名；(德、俄)杜斯特

48 muc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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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noriega 3 n. 诺列加

50 nutrients 3 ['nju tːrɪənts] n. 营养素，营养物，营养品（名词nutrient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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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3 university 3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54 waste 3 [weist] n.浪费；废物；荒地；损耗；地面风化物 vt.浪费；消耗；使荒芜 vi.浪费；变消瘦；挥霍钱财 adj.废弃的；多余
的；荒芜的

55 Waters 3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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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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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ag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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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Americas 2 [ə'merikəz] n.美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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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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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ash 2 [æʃ] n.灰；灰烬 n.(Ash)人名；(英、俄、捷)阿什

63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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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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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cattle 2 ['kætl] n.牛；牲畜（骂人的话）；家畜；无价值的人 n.(Cattle)人名；(意)卡特莱

66 climate 2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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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urrents 2 ['kʌrənts] n. 电流；气流 名词current的复数形式.

69 deforestation 2 [di:,fɔri'steiʃən] n.采伐森林；森林开伐

70 desert 2 ['dezət] vt.遗弃；放弃；逃跑 vi.遗弃；开小差；逃掉 n.沙漠；荒原；应得的赏罚 adj.沙漠的；荒凉的；不毛的

71 extre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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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fertilizer 2 ['fə:tilaizə] n.[肥料]肥料；受精媒介物；促进发展者

73 flooding 2 ['flʌdiŋ] n.泛滥；产后出血

74 fueling 2 [fjuːəlŋɪ] n. 加燃料；加油 动词fuel的现在分词形式.

75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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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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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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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lacks 2 [læk] n. 缺乏；无 v. 缺乏；不足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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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led 2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82 likely 2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83 multiple 2 ['mʌltipl] adj.多重的；多样的；许多的 n.倍数；[电]并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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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nearly 2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85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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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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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phenomenon 2 [fi'nɔminən, fə-] n.现象；奇迹；杰出的人才

88 played 2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89 recent 2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90 region 2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91 researchers 2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92 results 2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93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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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Sahara 2 [sə'hɑ:rə; -'heə-] n.撒哈拉沙漠（位于非洲北部）；荒野

96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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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98 soil 2 [sɔil] n.土地；土壤；国家；粪便；务农；温床 vt.弄脏；污辱 vi.变脏

99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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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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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stronger 2 [英[strɒŋə(r)] 美[strɒŋə]] adj.更强壮的

102 taken 2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103 tropical 2 ['trɔpikəl] adj.热带的；热情的；酷热的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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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villain 2 ['vilən] n.坏人，恶棍；戏剧、小说中的反派角色；顽童；罪犯 n.(Villain)人名；(法)维兰

106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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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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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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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west 2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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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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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14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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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117 African 1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118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19 agricultural 1 [,ægri'kʌltʃərəl] adj.农业的；农艺的

120 Ajit 1 阿吉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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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23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124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125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126 belt 1 [belt] n.带；腰带；地带 vt.用带子系住；用皮带抽打 vi.猛击 n.(Belt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)贝尔特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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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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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blooms 1 [bluːm] n. 花；开花；最佳时期；花期 v. 开花；繁盛

130 blowing 1 ['bləuiŋ] n.吹制；吹气法 v.吹；鼓风（blow的现在分词）；充气

131 blown 1 [bləun] adj.吹制的，吹出的；开花的，盛开的；喘气的 v.风吹（blow的过去分词） n.(Blown)人名；(英)布洛恩

132 boom 1 [bu:m] vt.使兴旺；发隆隆声 vi.急速发展；发隆隆声 n.繁荣；吊杆；隆隆声 n.(Boom)人名；(法、德)博姆

133 Brian 1 ['braiən] n.布莱恩（男子名）

134 brow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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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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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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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Carlos 1 ['ka:lɔs] n.卡洛斯（男子名）

139 carried 1 ['kærid] adj.被运的；入神的；忘我的 v.保持（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搬运

140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
141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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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144 charged 1 [tʃɑ:dʒd] adj.带电的；充满感情的；气氛紧张的 vt.填充

145 chemistry 1 ['kemistri] n.化学；化学过程

146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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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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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clouds 1 [k'laʊdz] n. 云；烟云 名词cloud的复数形式.

150 co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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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coastal 1 ['kəustəl] adj.沿海的；海岸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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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Columbia 1 [kə'lʌmbiə] n.哥伦比亚

154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155 communications 1 英 [kəmjuːnɪ'keɪʃ(ə)nz] 美 [kə̩ mjuːnɪ'keɪʃənz] n. 通信技术；通讯设备 名词communica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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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158 contained 1 [kən'teind] adj.泰然自若的，从容的；被控制的 v.包含；遏制（contain的过去分词）；容纳

159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160 contributing 1 [kənt'rɪbju tːɪŋ] adj. 贡献的；起作用的 动词contribute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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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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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dark 1 adj.黑暗的，深色的；模糊的；无知的；忧郁的 n.黑暗；夜；黄昏；模糊 n.（Dark）人名；（英）达克 n.（Dark）《暗
黑》（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）

164 deposits 1 英 [dɪ'pɒzɪt] 美 [dɪ'pɑːzɪt] v. 放置；(使)沉淀；存储；付(订金等)；寄存 n. 存款；定金；堆积物；矿床

165 destruction 1 [di'strʌkʃən] n.破坏，毁灭；摧毁

166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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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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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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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driving 1 ['draiviŋ] adj.强劲的；推进的；精力旺盛的 n.驾驶；操纵 v.驾驶（drive的ing形式）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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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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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173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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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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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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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78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179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
180 examined 1 [ɪg'zæmɪnd] adj. 检查过的；诊察过的；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81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182 expansion 1 [ik'spænʃən] n.膨胀；阐述；扩张物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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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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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explosion 1 n.爆炸；爆发；激增 n.（Explosion）《引爆者》（一部中国动作、犯罪电影）。

186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187 factors 1 英 ['fæktə(r)] 美 ['fæktər] n. 因素；因数；因子 vt. 把 ... 因素包括进去 vi. 作为因素

188 farm 1 [fɑ:m] vi.种田，务农；经营农场 n.农场；农家；畜牧场 vt.养殖；耕种；佃出（土地）

189 farther 1 ['fɑ:ðə] adv.更远地；此外；更进一步地 adj.进一步的；更远的（far的比较级）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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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191 feed 1 [fi:d] vt.喂养；供给；放牧；抚养（家庭等）；靠…为生 vi.吃东西；流入 n.饲料；饲养；（动物或婴儿的）一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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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fertilize 1 ['fə:tilaiz] vt.使受精；使肥沃

194 fertilizers 1 ['fɜ tːəlaɪzəz] 肥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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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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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198 flowing 1 ['fləuiŋ] adj.流动的；平滑的；上涨的 v.流动；起源；上涨（flow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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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201 gre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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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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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204 grown 1 [grəun] adj.长大的；成年的；长满某物的 v.生长；变成；栽培（grow的过去分词）

205 grows 1 英 [ɡrəʊ] 美 [ɡroʊ] v. 增加；生长；变成；种植；逐渐开始

206 gulf 1 [gʌlf] n.海湾；深渊；分歧；漩涡 vt.吞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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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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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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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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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213 hurricane 1 ['hʌrikən] n.飓风，暴风

214 hurricanes 1 ['hʌrikənz] n. 飓风（名词hurricane的复数形式）

215 identified 1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16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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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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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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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iron 1 ['aiən] n.熨斗；烙铁；坚强 vt.熨；用铁铸成 adj.铁的；残酷的；刚强的 vi.熨衣；烫平 n.(Iron)人名；(英)艾恩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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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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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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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Lapointe 1 n. 拉普安特

225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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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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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8 leads 1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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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31 loose 1 [lu:s] adj.宽松的；散漫的；不牢固的；不精确的 vt.释放；开船；放枪 vi.变松；开火 adv.松散地 n.放纵；放任；发射 n.
(Loose)人名；(捷、瑞典)洛塞；(英)卢斯；(德)洛泽

232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233 majo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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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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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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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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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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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Mexico 1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241 mix 1 [miks] vt.配制；混淆；使混和；使结交 vi.参与；相混合；交往 n.混合；混合物；混乱 n.(Mix)人名；(德、英)米克斯

242 mystery 1 [英 [ˈmɪstri] 美 [ˈmɪstəri]] n.秘密，谜；神秘，神秘的事物；推理小说，推理剧；常作mysteries秘技，秘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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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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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note 1 [nəut] n.笔记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纸币；便笺；照会；调子 vt.注意；记录；注解 n.(Note)人名；(英)诺特

247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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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nutrient 1 ['nju:triənt] n.营养物；滋养物 adj.营养的；滋养的

250 observed 1 [əb'zɜːvd] adj. 被观察的，被观测的 v. 观察，观测（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,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）

251 oceanographer 1 [,əuʃiə'nɔgrəfə] n.海洋学家；海洋研究者

252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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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55 outflow 1 ['autfləu, ,aut'fləu] n.流出；流出量；流出物 vi.流出

256 particles 1 ['paː tɪklz] n. 碎木料 名词particl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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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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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Pernambuco 1 [,pə:nəm'bu:kəu] n.伯南布哥（巴西一州名）

260 phosphorus 1 ['fɔsfərəs] n.磷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261 plant 1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特；(法)普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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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264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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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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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268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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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prove 1 [pru:v] vt.证明；检验；显示 vi.证明是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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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publication 1 [,pʌbli'keiʃən] n.出版；出版物；发表

273 pull 1 [pul] vt.拉；拔；拖 vi.拉，拖；拔 n.拉，拉绳；拉力，牵引力；拖 n.(Pull)人名；(法)皮尔；(德、瑞典)普尔

274 push 1 vt.推动，增加；对…施加压力，逼迫；按；说服 vi.推进；增加；努力争取 n.推，决心；大规模攻势；矢志的追求

275 pushes 1 [pʊʃ] v. 推；按；挤；逼迫；催促 n. 推；奋力；决心

276 pushing 1 ['puʃiŋ] adj.奋斗的；莽撞的；有精力的；富有进取心的 n.推挤；推人犯规（篮球术语） v.推；促进；逼迫（push的ing
形式）

277 rained 1 [reɪnd] 动词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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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rainstorms 1 n.暴风雨，大暴雨( rainstorm的名词复数 )

280 raising 1 ['reiziŋ] n.高地；提高；举；浮雕装饰 v.饲养；升起；举起（raise的ing形式）

281 ranching 1 英 [rɑːntʃ] 美 [ræntʃ] n. 牧场

282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83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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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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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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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288 rising 1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289 run 1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
290 sample 1 ['sɑ:mpl, 'sæ-] vt.取样；尝试；抽样检查 n.样品；样本；例子 adj.试样的，样品的；作为例子的 n.(Sample)人名；(英)桑
普尔

291 samples 1 ['sɑːmplz] n. 采样；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.

292 seabed 1 ['si:bed] n.海底；海床

293 shand 1 n. 尚德

294 shocked 1 adj. 震惊的 动词sho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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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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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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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smoke 1 [sməuk] n.烟；抽烟；无常的事物 vi.冒烟，吸烟；抽烟；弥漫 vt.吸烟；抽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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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solve 1 [sɔlv, sɔ:lv] vt.解决；解答；溶解 vi.作解答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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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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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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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specific 1 [spi'sifik] adj.特殊的，特定的；明确的；详细的；[药]具有特效的 n.特性；细节；特效药

306 Stat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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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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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stopping 1 ['stɔpiŋ] n.停止；制止；填塞物 v.停止；妨碍（stop的ing形式）

309 storm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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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storms 1 英 [stɔː m] 美 [stɔː rm] n. 暴风雨 v. 起风暴；猛攻；暴怒；捣毁

311 stretches 1 [stretʃ] v. 伸展；延伸；张开；夸大 n. 伸展；张开；弹性；一段时间；<俚>刑期 adj. 可伸缩的

312 strongest 1 英 [strɒŋɡɪst] 美 [strɔː ŋɡɪst] adj. 最强壮的 形容词strong的最高级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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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subramaniam 1 苏布拉马尼亚姆

315 substance 1 ['sʌbstəns] n.物质；实质；资产；主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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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suggest 1 vt.提议，建议；启发；使人想起；显示；暗示

318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19 surprised 1 [sə'praizd] adj.感到惊讶的，出人意料的 v.使惊奇（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320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321 suspect 1 [sə'spekt, 'sʌspekt] n.嫌疑犯 adj.可疑的；不可信的 vt.怀疑；猜想 vi.怀疑；猜想

322 suspects 1 [sə'spekt] v. 怀疑；猜想 n. 嫌疑犯 adj. 可疑的；不可信的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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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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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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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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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329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330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31 treating 1 [triː tɪŋ] n. 处理 动词treat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332 treatment 1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333 tropics 1 ['trɒpɪks] n. 热带 名词tropic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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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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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37 Venezuela 1 [,veni'zweilə] n.委内瑞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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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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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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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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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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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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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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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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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writers 1 ['raɪtəz] 作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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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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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http://www.voase.cn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