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1-22 [As It Is] Ivory Coast Battles to Save Forests Destroyed
by Cocoa Farming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and 2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 cocoa 22 ['kəukəu] n.可可粉；可可豆；可可饮料；深褐色

4 of 1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in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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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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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tha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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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is 1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 companies 10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10 not 9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1 they 9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2 a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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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4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5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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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forests 7 英 ['fɒrɪst] 美 ['fɔː rɪst] n. 森林；林火 vt. (用树林)覆盖；置于(树林中)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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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used 7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19 chocolate 6 ['tʃɔkəlit] n.巧克力，巧克力糖；巧克力色 adj.巧克力色的；巧克力口味的 n.(Chocolate)人名；(葡)绍科拉特

20 illegally 6 [i'li:gəli] adv.非法地

21 i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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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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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their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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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Farmers 5 n.[农]农民（farmer的复数）

25 grow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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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other 5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7 reuters 5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8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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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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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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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farming 4 ['fɑ:miŋ] n.农业，耕作 v.耕种；出租（farm的ing形式）

32 Ivorian 4 ['aivəriən] adj.象牙海岸的 象牙海岸人

33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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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supply 4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35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6 would 4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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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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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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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chain 3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
40 coa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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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o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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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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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destroyed 3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
44 efforts 3 ['efəts] 努力

45 failed 3 [feild] adj.已失败的，不成功的 v.失败，不成功（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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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48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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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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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international 3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51 ivory 3 ['aivəri] n.象牙；乳白色；长牙 adj.乳白色的；象牙制的 n.(Ivory)人名；(英)艾沃里

52 legislation 3 [,ledʒis'leiʃən] n.立法；法律

53 mad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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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protected 3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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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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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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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village 3 ['vilidʒ] n.村庄；村民；（动物的）群落

59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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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61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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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agents 2 n.媒介；[法][贸易]代理人；药剂（agent的复数）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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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approval 2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66 bean 2 [bi:n] n.豆；嘴峰；毫无价值的东西 vt.击…的头部 n.(Bean)人名；(英)比恩

67 beans 2 ['biː nz] n. 豆；豆形果实 名词bean的复数形式.

68 Buyers 2 n. 买主，买方，买家，采购员（名词buyer的复数形式）；拜尔斯（姓氏）

69 cacao 2 [kə'kɑ:əu] n.可可；可可豆；[植]可可树

70 cargill 2 n.美国嘉吉公司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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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date 2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73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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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76 Europe 2 ['juərəp] n.欧洲

77 European 2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78 follow 2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79 grah 2 格拉

80 Gregory 2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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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growers 2 [ɡ'rəʊəz] n. 栽培者；生长物 （名词grower的复数形式）

82 growing 2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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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inc 2 abbr. 公司(=incorporated )

85 industry 2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86 largely 2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
87 later 2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88 leading 2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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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Mars 2 [mɑ:z] n.战神；[天]火星

91 nestle 2 ['nesl] vi.舒适地坐定；偎依；半隐半现地处于 vt.抱；安置

92 own 2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93 rapide 2 [ræ'pɪd] n. 直达长途客车

94 recover 2 [ri'kʌvə] vt.恢复；弥补；重新获得 vi.恢复；胜诉；重新得球 n.还原至预备姿势 n.(Recover)人名；(西)雷科韦尔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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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se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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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settlement 2 ['setlmənt] n.解决，处理；[会计]结算；沉降；殖民

98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
99 sto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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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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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102 thousands 2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103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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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top 2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105 touton 2 图东

106 tre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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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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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ell 2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109 aboa 1 Australian Bank Officials Association 澳大利亚银行公务员协会

110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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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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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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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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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agree 1 [ə̍ ɡriː ] vt.同意，赞成；承认；约定，商定 vi.vi.同意，意见一致；约定，商定

117 alain 1 n.阿兰（人名） n.(Alain)人名；(西)阿拉因；(英、法、布基、黎)阿兰

118 alexis 1 [ə'leksis] n.亚历克西斯（男子名）

119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20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21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22 ange 1 ['ændʒ] 怒

123 angel 1 ['eindʒəl] n.天使；守护神；善人 vt.出钱支持 n.(Angel)人名；(德、塞、俄、保、瑞典、挪)安格尔；(土)安盖尔；(法、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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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热尔；(西)安赫尔；(英、罗)安杰尔

124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125 approved 1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126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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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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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bag 1 [[bæg] n.袋；猎获物；（俚）一瓶啤酒 vt.猎获；把…装入袋中；占据，私吞；使膨大 vi.松垂

131 bagged 1 [bægd] adj.松弛下垂的；喝醉的 v.收割（bag的过去分词）

132 battles 1 ['bætl] n. 战斗；争斗 v. 与 ... 作战；与 ... 竞争

133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34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135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136 blames 1 [bleɪm] vt. 责备；把 ... 归咎于 n. 责备；过失

137 bought 1 [bɔ:t] v.买（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38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139 bulldozer 1 ['bul,dəuzə] n.推土机；欺凌者，威吓者

140 bulldozers 1 n.推土机( bulldozer的名词复数 ); 恐吓者，威胁者

141 burkhardt 1 n. 伯克哈特

142 burning 1 ['bə:niŋ] adj.燃烧的；强烈的；发热的 n.燃烧 vi.燃烧（burn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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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buy 1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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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candy 1 ['kændi] vt.用糖煮；使结晶为砂糖；美化 vi.糖煮；成为结晶 n.糖果（等于sweets）；冰糖（等于
sugarcandy，rockcandy）；毒品 adj.新潮的（服饰）；甜言蜜语的

147 carrying 1 ['kærɪɪŋ] adj. 运送的；运输的 n. 运送；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.

148 chains 1 [tʃeɪnz] n. 枷锁；镣铐 名词chain的复数形式.

149 climbing 1 ['klaimiŋ] adj.上升的；攀缘而登的 n.攀登 v.爬（climb的ing形式）

150 clock 1 [klɔk] n.时钟；计时器 vt.记录；记时 vi.打卡；记录时间 n.(Clock)人名；(英)克洛克

151 cloth 1 [klɔθ, klɔ:θ] n.布；织物；桌布 adj.布制的 n.(Cloth)人名；(德)克洛特

152 comment 1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153 commission 1 [kə'miʃən] n.委员会；佣金；犯；委任；委任状 vt.委任；使服役；委托制作

154 committee 1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155 container 1 [kən'teinə] n.集装箱；容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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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curved 1 [kə:vd] adj.弯曲的；弄弯的 n.倒弧角 vt.弯曲（curve的过去式）

158 cutting 1 ['kʌtiŋ] n.[机]切断；剪辑；开凿 adj.锋利的；严寒的；尖酸刻薄的 v.削减（cut的ing形式）；采伐；切开 n.(Cutting)人
名；(英)卡廷

159 d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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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
西)迪尔

161 deforested 1 英 [ˌdiː 'fɒrɪst] 美 [ˌdiː 'fɔː rɪst] v. 采伐森林；清除树林

162 delara 1 德拉拉

163 describing 1 [dɪsk'raɪbɪŋ] n. 描述物品 动词describe的现在分词.

164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165 dirt 1 [də:t] n.污垢，泥土；灰尘，尘土；下流话

166 documents 1 英 ['dɒkjumənt] 美 ['dɑːkjumənt] n. 文件；公文；文档 vt. 记载；(用文件等)证明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67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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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dried 1 [draid] adj.干燥的；弄干了的 v.使干（原形是dry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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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eaten 1 [英 [ˈi:tn] 美 [ˈitn] v.吃（ea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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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element 1 ['elimənt] n.元素；要素；原理；成分；自然环境 n.(Element)人名；(德)埃勒门特；(英)埃利门特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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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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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enters 1 英 ['entə(r)] 美 ['entər] v. 进入 【计算机】送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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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179 eu 1 abbr.欧盟（EuropeanUnion）；能量单位（EnergyUnit）；熵的单位（EntropyUnit）；等效单位（EquivalentUnit） n.(Eu)人
名；(中)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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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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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examining 1 adj.审查的；考试的 v.检查；审讯；进行考试（examin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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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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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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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farmed 1 英 [fɑːm] 美 [fɑ rːm] n. 农场；农田 v. 务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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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189 fire 1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开
枪；激动；烧火

190 fix 1 [fiks] vt.使固定；修理；安装；准备 vi.固定；注视 n.困境；方位；贿赂 n.(Fix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瑞典)菲克斯

191 flavoring 1 ['fleivəriŋ] n.调味品（等于flavour） v.加味于…（flavor的ing形式）

192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93 foods 1 [fuːdz] n. 食品 名词food的复数形式.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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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front 1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
196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197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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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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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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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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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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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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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
205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206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207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208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209 ingredient 1 [in'gri:diənt] n.原料；要素；组成部分 adj.构成组成部分的

210 intensive 1 [in'tensiv] adj.加强的；集中的；透彻的；加强语气的 n.加强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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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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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issue 1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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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215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216 kouassi 1 夸西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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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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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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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law 1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221 laws 1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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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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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li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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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locals 1 ['ləʊklz] n. 当地

226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227 mai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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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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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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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231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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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methods 1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234 metric 1 ['metrik] adj.公制的；米制的；公尺的 n.度量标准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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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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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ministry 1 ['ministri] n.（政府的）部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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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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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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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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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notes 1 英 [nəʊt] 美 [noʊt] n. 笔记；便条；纸币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音调 vt. 注意；记录；注解

246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247 occurring 1 [ə'kə:riŋ] n.事件；事故；事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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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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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opens 1 英 ['əʊpənz] 美 ['oʊpənz] v. 打开 动词ope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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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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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paper 1 ['peipə] n.纸；论文；文件；报纸 adj.纸做的 vt.用纸糊；用纸包装 vi.贴糊墙纸；发交通违章传票 n.(Paper)人名；(俄)帕
佩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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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5 parliament 1 ['pɑ:ləmənt] n.议会，国会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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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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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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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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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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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plastic 1 ['plæstik,'plɑ:s-] adj.塑料的；（外科）造型的；可塑的 n.塑料制品；整形；可塑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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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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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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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267 proposed 1 英 [prəʊ'pəʊzd] 美 [prə'poʊzd] adj. 被提议的

268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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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punishing 1 ['pʌniʃiŋ] adj.严厉的；打击沉重的；精疲力尽的 v.惩罚；折磨（punish的ing形式）

271 punishment 1 ['pʌniʃmənt] n.惩罚；严厉对待，虐待

272 purchasing 1 n.[贸易]采购（purchase的ing形式）；购买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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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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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5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276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277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278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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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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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
283 requests 1 [rɪ'kwest] n. 请求；要求 vt. 请求；要求

284 responsibility 1 [ri.spɔnsə'biliti] n.责任，职责；义务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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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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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Richard 1 ['ritʃəd] n.理查德（男子名）

288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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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rocks 1 n.[岩]岩石，岩礁；岩石礁石（rock复数形式） v.轻轻摇摆；发抖；演唱摇滚乐（rock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Rocks)
人名；(英、德)罗克斯

291 ruined 1 ['ruind, 'ru:-] adj.毁灭的；荒废的 v.毁灭（ruin的变形）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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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94 searched 1 ['sɜ tːʃt] 动词search的过去式，动词search的过去分词

295 seed 1 [si:d] n.种子；根据；精液；萌芽；子孙；原由 vt.播种；结实；成熟；去…籽 vi.播种；（植物）结实 n.(Seed)人名；(英)
锡德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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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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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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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299 shipments 1 [ʃiː p'mənts] n. 装运；货物 名词shipment的复数形式.

300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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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303 sourcing 1 ['sɔ:siŋ] n.[电子]纯源化 v.发起；向…提供消息（source的ing形式）

304 structures 1 [st'rʌktʃəz] n.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.

305 suggest 1 vt.提议，建议；启发；使人想起；显示；暗示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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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308 sweet 1 [[swi:t] adj.甜的；悦耳的；芳香的；亲切的 n.糖果；乐趣；芳香；宝贝 （俚）酷毙了 n.(Sweet)人名；(英)斯威特

309 sweets 1 [swiː ts] n. 糖果 名词sweet的复数形式.

310 talks 1 ['tɔː ks] 会谈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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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13 thin 1 [θin] adj.薄的；瘦的；稀薄的；微弱的 vt.使瘦；使淡；使稀疏 vi.变薄；变瘦；变淡 adv.稀疏地；微弱地 n.细小部分 n.
(Thin)人名；(越)辰；(柬)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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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316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317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18 tons 1 [tʌnz] ad. [口]极其；非常

319 transport 1 [træns'pɔ:t; trænz-træns'pɔ:t, trænz-, trɑ:n-, 'trænspɔ: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机；狂喜；流放犯 vt.运输；流放；使狂喜

320 tree 1 [tri:] n.树；木料；树状物 vt.把...赶上树 vi.爬上树；逃上树 n.(Tree)人名；(英)特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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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323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324 vehicle 1 ['viː ɪk(ə)l] n.[车辆]车辆；工具；交通工具；运载工具；传播媒介；媒介物

325 visited 1 v.拜访，访问（visit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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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voluntary 1 ['vɔləntəri] adj.自愿的；志愿的；自发的；故意的 n.志愿者；自愿行动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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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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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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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34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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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6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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