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1-11 [As It Is] Saving Mexico's Mangroves_ Shelter from
Storms and Storers of Carbon 词频表词频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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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of 2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to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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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in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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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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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ngroves 20 [mæŋɡ'rəʊvz] 红树林

7 a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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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 t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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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hav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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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Mexico 7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12 O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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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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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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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6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7 community 5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18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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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mangrove 5 ['mæŋgrəuv] n.红树林

21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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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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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4 world 5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5 years 5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6 around 4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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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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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climate 4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30 efforts 4 ['efəts] 努力

31 government 4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32 muc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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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protect 4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34 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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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37 area 3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38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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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arbon 3 ['kɑ:bən] n.[化学]碳；碳棒；复写纸 adj.碳的；碳处理的 n.(Carbon)人名；(西)卡尔翁；(法)卡尔邦；(英)卡本

40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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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dan 3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42 effort 3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43 forests 3 英 ['fɒrɪst] 美 ['fɔː rɪst] n. 森林；林火 vt. (用树林)覆盖；置于(树林中)

44 gonz 3 Gonzàles 冈萨雷斯(男子名)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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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47 lez 3 [lez] abbr.女同性恋者（lesbian） n.(Lez)人名；(西)莱斯

48 Mexican 3 ['meksikən] adj.墨西哥的；墨西哥人的 n.墨西哥人；墨西哥语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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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perce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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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renewal 3 [ri'nju:əl] n.更新，恢复；复兴；补充；革新；续借；重申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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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storms 3 英 [stɔː m] 美 [stɔː rm] n. 暴风雨 v. 起风暴；猛攻；暴怒；捣毁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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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threat 3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56 tree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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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tropical 3 ['trɔpikəl] adj.热带的；热情的；酷热的

58 wat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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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yucatan 3 [ju:kə'ta:n] n.尤卡坦半岛；尤卡坦州（位于墨西哥）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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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aburto 2 阿武尔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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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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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hainsaw 2 ['tʃeinsɔ:] vt.肢解，用链锯割

65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66 connected 2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67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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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day 2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69 destroyed 2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
70 earth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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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education 2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72 few 2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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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gr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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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hard 2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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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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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main 2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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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被制造
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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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82 near 2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83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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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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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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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89 outreach 2 ['autri:tʃ, ,aut'ri:tʃ] vt.超越，伸出；超出…的范围 vi.拓广，延伸 n.延伸，拓广；扩大服务范围 adj.扩大服务的

90 pay 2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91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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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lanting 2 ['plɑ:ntiŋ, 'plæn-] n.栽培，种植；花圃 v.播种；移植（plant的ing形式）；安置 n.(Planting)人名；(芬、瑞典)普兰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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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96 scientists 2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97 sediment 2 ['sedimənt] n.沉积；沉淀物

98 shelter 2 ['ʃeltə] n.庇护；避难所；遮盖物 vt.保护；使掩蔽 vi.躲避，避难 n.(Shelter)人名；(英)谢尔特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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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supp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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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tak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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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team 2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103 took 2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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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villagers 2 ['vɪlɪdʒəz] n. 乡下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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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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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8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09 accord 1 [ə'kɔ:d] n.符合；一致；协议；自愿 vt.使一致；给予 vi.符合；一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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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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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adds 1 abbr.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(=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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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advanced 1 [əd'vɑ:nst, -'vænst] adj.先进的；高级的；晚期的；年老的 v.前进；增加；上涨（adva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115 agencies 1 ['eɪdʒənsi] n. 代理；代理处；政府机构

116 agriculture 1 n.农业；农耕；农业生产；农艺，农学

117 Alfredo 1 n.阿尔弗雷多（古代国王的名字）

118 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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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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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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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arrived 1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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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4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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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5 autonomous 1 [ɔ:'tɔnəməs] adj.自治的；自主的；自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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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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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battle 1 ['bætl] n.战役；斗争 vi.斗争；作战 vt.与…作战 n.(Battle)人名；(英)巴特尔；(法)巴特勒；(西)巴特莱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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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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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believing 1 [bi'li:viŋ] adj.有信仰的；信任他人的 v.相信（believe的ing形式）；认为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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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biologist 1 [bai'ɔlədʒist] n.生物学家

133 boats 1 英 [bəʊt] 美 [boʊt] n. 船；船型物 v. 划船；放于船上；乘船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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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英)博顿

135 bravo 1 [,brɑ:'vəu, 'brɑ:] n.喝彩；亡命徒 vt.喝彩 int.好极了 n.(Bravo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意、葡、塞)布拉沃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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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bury 1 ['beri] vt.埋葬；隐藏 n.(Bury)人名；(法)比里；(英、西)伯里；(德、意、罗、波、捷、匈)布里；(俄)布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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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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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canal 1 [kə'næl] n.运河；[地理]水道；[建]管道；灌溉水渠 vt.在…开凿运河 n.(Canal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意、葡)卡纳尔；(土)贾
纳尔

141 Canals 1 n.[水运]运河；隧道（canal的复数） v.在…开凿运河（canal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Canals)人名；(西、法)卡纳尔斯

142 Cancun 1 [kæn'ku:n] n.坎昆（城市名）

143 capture 1 vt.俘获；夺得；捕捉，拍摄,录制 n.捕获；战利品，俘虏

144 Caty 1 卡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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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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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chain 1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
148 chelem 1 舍朗

149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150 circular 1 adj.循环的；圆形的 n.通知，传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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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cleared 1 [klɪəd] adj. 清除的 动词cl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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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coastline 1 ['kəustlain] n.海岸线

155 coasts 1 英 [kəʊst] 美 [koʊst] n. 海岸；海滨

156 co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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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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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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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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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62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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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165 crop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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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c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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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cuts 1 [kʌts] n.切口；（分摊到的）份额；近路（cut的复数） v.剪（cu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[机]切割；砍倒

168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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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dangers 1 丹赫尔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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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de 1 [di:] abbr.判定元件（DecisionElement） n.(De)人名；(朝)大

172 defend 1 [di'fend] vt.辩护；防护 vi.保卫；防守

173 defensive 1 [di'fensiv] adj.自卫的；防御用的 n.防御；守势

174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175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176 diego 1 n.迭戈（男子名）

177 dig 1 [dig] vt.挖，掘；探究 vi.挖掘 n.戳，刺；挖苦 n.(Dig)人名；(罗)迪格

178 dioxide 1 [dai'ɔksaid] n.二氧化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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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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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82 donations 1 [dəʊ'neɪʃnz] 募捐

183 driven 1 adj.被动的，受到驱策的；有紧迫感的；（人）发愤图强的 v.驾驶，开车（drive的过去分词）

184 drives 1 n. 驱动程序；驱动器 名词drive的复数形式.

185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186 ecosystem 1 ['i:kəu,sistəm, 'ekəu-] n.生态系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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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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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environmental 1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190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91 exact 1 adj.准确的，精密的；精确的 vt.要求；强求；急需 vi.勒索钱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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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expand 1 [ik'spænd] vt.扩张；使膨胀；详述 vi.发展；张开，展开

194 face 1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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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Fields 1 n.域，字段；场设置（field复数形式） v.使上场（field的单三形式） n.(Fields)人名；(德、英、葡)菲尔茨

197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198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199 finished 1 ['finiʃt] adj.完结的，完成的；精巧的 v.完成；结束；毁掉（finish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200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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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fisherman 1 ['fiʃəmən] n.渔夫；渔人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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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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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205 fores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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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forestland 1 ['fɔ:ristlənd] n.林地

207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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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friedell 1 n. 弗里德尔

210 gains 1 ['ɡeɪnz] n. 收益 名词gain的复数形式.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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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gather 1 ['gæðə] vt.收集；收割；使…聚集；使…皱起 vi.聚集；化脓；皱起 n.聚集；衣褶；收获量 n.(Gather)人名；(德)加特

213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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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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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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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gulf 1 [gʌlf] n.海湾；深渊；分歧；漩涡 vt.吞没

218 happiest 1 ['hæpɪɪst] adj. 幸福的；快乐的 形容词happy的最高级.

219 heavy 1 adj.沉重的；繁重的，巨大的；拥挤的；阴沉的 n.重物；严肃角色 adv.大量地；笨重地

220 help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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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221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22 Herrera 1 埃雷拉 n.(Herrera)人名；(西、法)埃雷拉；(英、瑞典)赫雷拉

223 Hills 1 n.希尔思（猫粮品牌）

224 hotels 1 霍特尔斯

225 hurts 1 ['hɜ tːs] n. 伤害；疼痛 名词hur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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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inch 1 [intʃ] n.英寸；身高；少许 vt.使缓慢地移动 vi.慢慢前进 n.(Inch)人名；(英)英奇

228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229 increasingly 1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
230 Indonesian 1 [,indəu'ni:zjən] n.印尼人；印尼语群；印度尼西亚语 adj.印尼的

231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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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institution 1 [,insti'tju:ʃən] n.制度；建立；（社会或宗教等）公共机构；习俗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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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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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238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39 jorge 1 n. 乔治

240 julia 1 ['dʒu:ljə] n.朱莉娅（女子名）

241 keila 1 n. 凯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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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la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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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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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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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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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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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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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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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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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made 1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254 Manuel 1 ['mænjuəl] n.曼纽尔（男子名）；曼努埃尔二世（拜占庭皇帝约翰五世的次子）

255 maps 1 n. 地图 名词map的复数形式.

256 marine 1 [mə'ri:n] adj.船舶的；海生的；海产的；航海的，海运的 n.海运业；舰队；水兵；（海军）士兵或军官 n.(Marine)人
名；(西)马里内；(英)马林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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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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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259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260 metal 1 ['metəl] n.金属；合金 vt.以金属覆盖 adj.金属制的 n.(Metal)人名；(捷)梅塔尔；(瑞典)梅塔尔

261 meter 1 [mi:tə] n.米；仪表；[计量]公尺；韵律 vt.用仪表测量 vi.用表计量 n.(Meter)人名；(英)米特；(塞)梅特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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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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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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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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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motor 1 ['məutə] n.发动机，马达；汽车 adj.汽车的；机动的 vi.乘汽车 vt.以汽车载运

267 mud 1 [mʌd] vt.弄脏；用泥涂 vi.钻入泥中 n.泥；诽谤的话；无价值的东西

268 narrow 1 ['nærəu] adj.狭窄的，有限的；勉强的；精密的；度量小的 n.海峡；狭窄部分，隘路 vt.使变狭窄 vi.变窄

269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270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271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272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73 network 1 ['netwə:k] n.网络；广播网；网状物

274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75 newly 1 ['nju:li] adv.最近；重新；以新的方式

276 nice 1 [nais] adj.精密的；美好的；细微的；和蔼的 n.(Nice)人名；(英)尼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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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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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occurring 1 [ə'kə:riŋ] n.事件；事故；事变

280 oceanography 1 [,əuʃiə'nɔgrəfi] n.海洋学

281 octavio 1 n. 奥克塔维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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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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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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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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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287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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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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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Paris 1 ['pæris] n.巴黎（法国首都）；帕里斯（特洛伊王子）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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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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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peninsula 1 [pi'ninsjulə] n.半岛

295 placed 1 [pleɪst] adj. 名列前茅的（多指赛马）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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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planted 1 [plaː ntɪd] adj. 种植的 动词plant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.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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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9 polytechnic 1 [,pɔli'teknik] adj.各种工艺的；综合技术的 n.工艺学校；理工专科学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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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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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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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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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Progreso 1 普罗格雷索

305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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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pulled 1 ['pʊld] adj. 牵引的 v. 拉；拖；牵；拔（动词pu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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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rainy 1 ['reini] adj.下雨的；多雨的 n.(Rainy)人名；(英)雷尼

310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311 recognizing 1 ['rekəgnaɪzɪŋ] v. 承认；认出，识别（动词recogniz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312 reducing 1 英 [rɪ'djuːsɪŋ] 美 [rɪ'duːsɪŋ] n. 减低；还原；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13 regrow 1 [ri:'grəu] vt.再生；重新长出 vi.重新生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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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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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renewed 1 [ri'nju:d] adj.更新的；复兴的；重建的 v.更新；恢复（renew的过去分词）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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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represent 1 [,repri'zent] vt.代表；表现；描绘；回忆；再赠送 vi.代表；提出异议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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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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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restoration 1 [,restə'reiʃən] n.恢复；复位；王政复辟；归还

322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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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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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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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327 salt 1 [sɔ:lt] n.盐；风趣，刺激性 adj.咸水的；含盐的，咸味的；盐腌的；猥亵的 vt.用盐腌；给…加盐；将盐撒在道路上使冰或
雪融化 n.(Salt)人名；(西)萨尔特；(英)索尔特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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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save 1 vt.节省；保存；储蓄；解救 vi.节省；挽救 prep.除...之外 n.救援 n.(Save)人名；(法)萨夫；(意、保、西、罗、塞、瑞典)
萨薇(女名)，萨韦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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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scientist 1 ['saiəntist] n.科学家

332 Scotland 1 ['skɔtlənd] n.苏格兰

333 scripps 1 [skrips] 斯克利普斯

334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335 season 1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336 second 1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337 seeds 1 [siː dz] n. 籽 名词seed的复数形式. 动词s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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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sharp 1 adj.急剧的；锋利的；强烈的；敏捷的；刺耳的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；突然地 n.尖头 vt.磨快；把音调升高 vi.升音演奏
n.(Sharp)人名；(英)夏普

340 Shores 1 滨

341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342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343 sinks 1 [sɪŋk] v. 下沉；沉没；渗透；低落；变低；衰弱；（太阳）落下 n. 水槽；沟渠；散热器；接收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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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4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345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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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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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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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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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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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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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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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55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356 steps 1 n.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（=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）；台阶，步骤（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）

357 storer 1 [s'tɔː rər] 存储器,贮藏物资者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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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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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substantial 1 [səb'stænʃəl] adj.大量的；实质的；内容充实的 n.本质；重要材料

361 successes 1 [sək'sesɪz] 成功

362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363 tall 1 [tɔ:l] adj.高的；长的；过分的；夸大的 adv.夸大地 n.(Tall)人名；(马里、阿拉伯)塔勒；(芬、罗、瑞典)塔尔；(英)托尔；
(土)塔勒

364 target 1 n.目标，指标；（攻击的）对象；靶子 v.把...作为目标；面向，对准（某群体） n.（Target）美国塔吉特公司

365 teeth 1 [ti:θ] n.牙齿

366 temperature 1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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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threaten 1 ['θretən] vt.威胁；恐吓；预示 vi.威胁；可能来临
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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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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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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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74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75 tool 1 [tu:l] n.工具，用具；器械，机床；手段 vi.使用工具；用机床装备工厂 vt.用工具给……加工

376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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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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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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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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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383 vacation 1 [və'keiʃən] n.假期；（房屋）搬出 vi.休假，度假

384 village 1 ['vilidʒ] n.村庄；村民；（动物的）群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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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was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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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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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8 watery 1 ['wɔ:təri, 'wɔ-] adj.水的；淡的；湿的；松软的；有雨意的
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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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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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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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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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3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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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396 wood 1 [wud] n.木材；木制品；树林 vi.收集木材 vt.植林于；给…添加木柴 n.(Wood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、阿拉伯)伍德
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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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8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3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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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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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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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2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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