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0-11 [As It Is] Activists_ Native People Are Best Caretakers of
the Amazon Area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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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of 2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i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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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and 1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6 amazon 9 ['æməzɔn] 亚马逊；古希腊女战士

7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said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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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vernment 7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0 indigenous 7 [in'didʒinəs] adj.本土的；土著的；国产的；固有的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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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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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4 activists 5 ['æktɪvɪsts] 积极分子

15 environmental 5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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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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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s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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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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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best 4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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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lan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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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Lopez 4 n.洛佩斯（姓氏）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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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6 perce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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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rainforest 4 英 ['reɪnfɒrɪst] 美 ['reɪnfɔː rɪst] n. 雨林

28 Salazar 4 n.(Salazar)人名；(意、英、葡)萨拉查；(西)萨拉萨尔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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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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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2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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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 deforestation 3 [di:,fɔri'steiʃən] n.采伐森林；森林开伐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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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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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lands 3 [lændz] n. 平原；土地 名词land的复数形式.

37 native 3 ['neitiv] adj.本国的；土著的；天然的；与生俱来的；天赋的 n.本地人；土产；当地居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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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rights 3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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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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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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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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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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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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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ased 2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46 biodiversity 2 [,baiəudai'və:səti] n.生物多样性

47 Brazil 2 [brə'zil] n.巴西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48 Brazilian 2 [brə'ziljən] adj.巴西的；巴西人的 n.巴西人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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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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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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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assady 2 n. 卡萨迪

53 c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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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decreased 2 [dɪ'kriː s] v. 减少；减小；降低 n. 减少；降低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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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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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enforcement 2 [in'fɔ:smənt] n.执行，实施；强制

58 environment 2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59 fight 2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60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61 illegal 2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
62 increase 2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63 intrinsic 2 [in'trinsik,-kəl] adj.本质的，固有的

64 jr 2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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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mario 2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67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68 natives 2 ['neɪtɪvz] 土著

69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70 promised 2 英 ['prɒmɪs] 美 ['prɑːmɪs] n. 诺言；预示；约定；(有)希望 v. 允诺；发誓；答应；有希望

71 protect 2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72 protected 2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
73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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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ritter 2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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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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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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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spoke 2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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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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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territories 2 英 ['terətri] 美 ['terətɔː ri] n. 领土；领域；版图；范围

82 under 2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83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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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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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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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87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88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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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91 affairs 1 英 [ə'feə(r)] 美 [ə'fer] n. 私通；事件；事务；事情

92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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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agents 1 n.媒介；[法][贸易]代理人；药剂（agent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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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97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98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99 ancestral 1 [æn'sestrəl] adj.祖先的；祖传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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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Anthony 1 ['æntəni] n.安东尼（人名）

102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103 argue 1 ['ɑgju:] vi.争论，辩论；提出理由 vt.辩论，争论；证明；说服 n.(Argue)人名；(英、法)阿格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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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assembly 1 n.装配；集会，集合 n.汇编，编译

106 attack 1 [ə'tæk] n.攻击；抨击；疾病发作 vt.攻击；抨击；动手干 vi.攻击；腐蚀 n.(Attack)人名；(瑞典)阿塔克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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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Banks 1 [bæŋks] n.班克斯（姓氏）

109 basic 1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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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12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113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114 belonging 1 [bi'lɔŋiŋ] n.所有物；行李；附属物

115 belongs 1 英 [bɪ'lɒŋ] 美 [bɪ'lɔː ŋ] vi. 应归入；属于

116 boadle 1 n. 博德尔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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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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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120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121 caretakers 1 n.看门人( caretaker的名词复数 )

122 cattle 1 ['kætl] n.牛；牲畜（骂人的话）；家畜；无价值的人 n.(Cattle)人名；(意)卡特莱

123 Caty 1 卡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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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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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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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；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126 clearing 1 ['kliəriŋ] n.结算；空地；清扫 v.澄清；放晴（clear的ing形式）

127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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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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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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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concession 1 [kən'seʃən] n.让步；特许（权）；承认；退位

132 concessions 1 [kən'seʃənz] n. (票价)优惠；让步；特许权 名词concession的复数形式.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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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connections 1 [kə'nektʃənz] n. 连接点 名词conn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35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136 continued 1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
137 critical 1 ['kritikəl] adj.鉴定的；[核]临界的；批评的，爱挑剔的；危险的；决定性的；评论的

138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39 cultural 1 ['kʌltʃərəl] adj.文化的；教养的

140 danger 1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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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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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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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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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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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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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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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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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existence 1 [ig'zistəns] n.存在，实在；生存，生活；存在物，实在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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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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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farms 1 英 [fɑːm] 美 [fɑ rːm] n. 农场；农田 v. 务农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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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157 forests 1 英 ['fɒrɪst] 美 ['fɔː rɪst] n. 森林；林火 vt. (用树林)覆盖；置于(树林中)

158 Francisco 1 [fræn'siskəu] n.弗朗西斯科（男子名，等于Francis）

159 funai 1 福奈牌录像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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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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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ginger 1 ['dʒindʒə] n.姜；姜黄色；精力；有姜味 vt.用姜给…调味；使某人有活力 adj.姜黄色的 n.(Ginger)人名；(法)然热；(英)金
杰

164 gold 1 [gəuld] n.金，黄金；金色；金币 adj.金的，金制的；金色的 n.(Go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、罗、捷、瑞典)戈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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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guardians 1 ['ɡɑːdiənz] 监护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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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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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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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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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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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impact 1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
174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75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76 influence 1 ['influəns] n.影响；势力；感化；有影响的人或事 vt.影响；改变

177 interests 1 ['ɪntrəst] n. 兴趣；嗜好；利息；股份 v. 使…感兴趣

178 investors 1 [ɪn'vestəz] 投资者

179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80 Jair 1 雅伊尔

181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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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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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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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6 leila 1 ['li:,lə; 'lɑ:lə] n.利拉（女子名）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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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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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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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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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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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mine 1 [main] n.矿，矿藏；矿山，矿井；地雷，水雷 vt.开采，采掘；在…布雷 vi.开矿，采矿；埋设地雷 pron.我的 n.(Mine)人
名；(德、塞、土、毛里塔)米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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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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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198 natur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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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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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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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network 1 ['netwə:k] n.网络；广播网；网状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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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Oakland 1 ['əuklənd] n.奥克兰（美国加州西部城市）

204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205 oil 1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206 operations 1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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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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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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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211 permission 1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
212 pers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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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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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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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斯

214 planet 1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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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6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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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projects 1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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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protecting 1 [prə'tektiŋ] adj.保护的；防护的 v.保护；防护（protect的ing形式）

221 protections 1 [prə'tekʃnz] 保护

222 protectors 1 保护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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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reduced 1 [ri'dju:st] adj.减少的；[数]简化的；缩减的

225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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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resources 1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228 respect 1 [ri'spekt] n.尊敬，尊重；方面；敬意 vt.尊敬，尊重；遵守

229 risen 1 ['rizən] adj.升起的 v.升高；站起来；反抗（rise的过去分词）

230 river 1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231 San 1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
232 saving 1 ['seiviŋ] n.节约；挽救；存款 adj.节约的；挽救的；补偿的；保留的 prep.考虑到；除...之外 n.(Saving)人名；(瑞典)萨温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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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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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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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sell 1 [sel] vt.销售；推销；出卖；欺骗 vi.卖；出售；受欢迎；有销路 n.销售；失望；推销术 n.(Sell)人名；(德)泽尔；(英、芬、
瑞典)塞尔

237 sharply 1 ['ʃa:pli]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

238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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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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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soybean 1 ['sɔibi:n] n.大豆；黄豆

242 speech 1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
243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244 spiritual 1 ['spiritjuəl, -tʃuəl] n.圣歌（尤指美国南部黑人的） adj.精神的，心灵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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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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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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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249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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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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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unprotected 1 [ˌʌnprə'tektɪd] adj. 无保护的；未做防护措施的

253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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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urged 1 ['ɜːdʒd] v. 催促；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55 us 1 pron.我们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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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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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VOA 1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258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59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
260 weakening 1 n.弱化；疲软；衰减 v.削弱（weake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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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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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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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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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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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6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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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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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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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