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2-28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Scientists Create Corals in Lab
to Better Resist Climate Chang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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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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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and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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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rals 14 珊瑚

7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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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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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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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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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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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scientists 7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13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4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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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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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coral 5 ['kɔ:rəl] n.珊瑚；珊瑚虫 adj.珊瑚的；珊瑚色的 n.(Coral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)科拉尔

18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9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0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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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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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change 4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23 d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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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lab 4 [læb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
25 method 4 ['meθəd] n.方法；条理；类函数 adj.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

26 ocean 4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27 reef 4 [ri:f] n.暗礁；[地质]矿脉；收帆 vt.收帆；缩帆 vi.缩帆；收帆

28 sea 4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29 s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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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0 sma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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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them 4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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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whe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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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lgae 3 ['ælgə-dʒi:, 'ældʒi:] n.[植]藻类；[植]海藻

35 already 3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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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 better 3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38 bleaching 3 ['bliː tʃɪŋ] n. 漂白 adj. 漂白的 动词bleach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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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auses 3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41 climate 3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42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43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44 Hawaii 3 [hə'waii:] n.夏威夷岛；夏威夷（美国州名）

45 life 3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46 making 3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47 methods 3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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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nature 3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50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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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Oppen 3 奥彭

52 reefs 3 [riː f] n. 暗礁；矿脉 n. 缩帆部 v. 缩帆；卷起

53 s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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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see 3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55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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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temperatures 3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57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8 van 3 [væn] n.先锋；厢式货车；增值网 vt.用车搬运 n.(Van)人名；(老、泰、柬、缅)万

59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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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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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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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any 2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63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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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66 changes 2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67 characteristics 2 [ˌkærɪktə'rɪstɪk] n. 特性；特征；特点 名词characteristic的复数形式.

68 desirable 2 [di'zaiərəbl] adj.令人满意的；值得要的 n.合意的人或事物

69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70 diversity 2 [dai'və:səti] n.多样性；差异

71 enhance 2 [in'hɑ:ns, -hæns] vt.提高；加强；增加

72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73 healthy 2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
74 heat 2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
75 Hughes 2 [hju:z] n.休斯（人名）

76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77 increasing 2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
78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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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kinds 2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80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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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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84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85 nutrients 2 ['nju tːrɪənts] n. 营养素，营养物，营养品（名词nutrient的复数形式）

86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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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88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89 parents 2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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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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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quality 2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93 research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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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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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resist 2 [ri'zist] vi.抵抗，抗拒；忍耐 vt.抵抗；忍耐，忍住 n.[助剂]抗蚀剂；防染剂

96 sa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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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scientist 2 ['saiəntist] n.科学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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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survive 2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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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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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104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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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106 typical 2 ['tipikəl] adj.典型的；特有的；象征性的

107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108 usually 2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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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warm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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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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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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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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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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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white 2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117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18 worry 2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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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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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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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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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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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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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28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129 ap 1 abbr.美国联合通讯社（AssociatedPress）；空气污染（AirPollution）；大气规划（AirProgram）；汇编程序
（AssemblyProgram） n.(Ap)人名；(中)鸭(广东话·威妥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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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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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atmospheric 1 [,ætməs'ferik,-kəl] adj.大气的，大气层的

133 attempting 1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
134 Australia 1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135 Australian 1 [ɔ:'streɪljən] adj.澳大利亚的，澳大利亚人的 n.澳大利亚人

136 babies 1 ['beɪbi] n. 婴儿；宝贝儿；孩子气的人 adj. 婴儿的；小型的 vt. 溺爱

137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138 begin 1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139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140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141 breeding 1 ['bri:diŋ] n.繁殖；饲养；教养；再生 v.生产；培育；使…繁殖（breed的ing形式） n.(Breeding)人名；(英)布里丁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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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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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centering 1 ['sentəriŋ] n.置于中心；[机]定中心

145 chain 1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
146 characteristic 1 [,kærəktə'ristik] adj.典型的；特有的；表示特性的 n.特征；特性；特色

147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148 choosing 1 v.选择；决定（choose的ing形式）

149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150 color 1 ['kʌlə] n.颜色；肤色；颜料；脸色 vt.粉饰；给...涂颜色；歪曲 vi.变色；获得颜色

151 colorful 1 ['kʌləful] adj.华美的；有趣的；富有色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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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154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155 continuing 1 [kən'tɪnjuɪŋ] adj. 连续的；持续的；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.

156 Crawford 1 ['krɔfəd] n.克劳福德（美国西部小镇）

157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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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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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creations 1 [kri'ː eɪʃnz] n. 创作

161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62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特

163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164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165 die 1 [dai] vi.死亡；凋零；熄灭 vt.死，死于… n.冲模，钢模；骰子 n.(Die)人名；(西)迭；(阿拉伯)迪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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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difficulty 1 ['difikəlti] n.困难，困境

168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69 drury 1 ['druəri] n.特鲁里街（伦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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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dying 1 ['daiiŋ] adj.临终的，垂死的 n.死，死亡 v.死，死亡；枯萎；失去活力（die的ing形式）

171 editing 1 n. 编辑 动词ed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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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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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emotional 1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
175 engineering 1 [,endʒi'niəriŋ] n.工程，工程学 v.设计；管理（engineer的ing形式）；建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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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nvironments 1 [en'vaɪərənmənts] 环境

178 even 1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179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180 experiments 1 [ɪk'sperɪmənt] n. 试验；实验；尝试 vi. 尝试；做实验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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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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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184 fis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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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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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forms 1 ['fɔː 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
187 further 1 ['fə:ðə] adv.进一步地；而且；更远地 adj.更远的；深一层的 vt.促进，助长；增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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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genes 1 n. 基因（gene的复数形式）；格涅斯（人名）

190 genetic 1 [dʒi'netik] adj.遗传的；基因的；起源的

191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192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193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194 god 1 [gɔd] n.神；（大写首字母时）上帝 vt.膜拜，崇拜 n.(God)人名；(索、阿拉伯)古德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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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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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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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99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200 har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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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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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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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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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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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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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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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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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humans 1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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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
212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13 increa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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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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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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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intervene 1 [,intə'vi:n] vi.干涉；调停；插入

217 intervened 1 英 [ˌɪntə'viː n] 美 [ˌɪntər'viː n] vi. 干涉；干预；介入；调停；插入；阻挠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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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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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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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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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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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224 Kira 1 n. 基拉

225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226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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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leaves 1 [li:vz] n.树叶；花瓣（leaf的复数） v.离开（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229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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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linked 1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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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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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4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235 loss 1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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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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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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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Madeleine 1 ['mædəlin; mɑ:d'len] n.玛德琳蛋糕；马德琳（女子名，等于Madelin）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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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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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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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mentioned 1 ['menʃnd] adj. 提到的；提过的 动词menti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44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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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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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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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249 newly 1 ['nju:li] adv.最近；重新；以新的方式

250 observing 1 [əb'zəviŋ, ɔb-] adj.观察的；注意的；观察力敏锐的 v.观察；遵守（observe的ing形式）

251 oceanic 1 ['əuʃi'ænik] adj.海洋的；海洋产出的；在海洋中生活的；广阔无垠的

252 oceans 1 ['əʊʃnz] n. 大洋

253 options 1 ['ɒpʃnz] 选择；选择权,名词option的复数形式

254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255 organisms 1 有机体

256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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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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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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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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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perform 1 [pə'fɔ:m] vt.执行；完成；演奏 vi.执行，机器运转；表演

262 periods 1 ['pɪrɪədz] n.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.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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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pink 1 [piŋk] n.粉红色；化身，典范；石竹花；头面人物 vt.扎，刺，戳；使…变粉红色；使…面红耳赤 vi.变粉红色 adj.粉红
的；比较激进的；石竹科的；脸色发红的 n.(Pi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)平克；(法)潘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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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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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7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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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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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processes 1 n.过程；[计]进程（process的复数） v.处理（proces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加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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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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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project 1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274 proved 1 [p'ruːvd] v. 证明(证明是；检验；勘探；证明；试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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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purposes 1 英 ['pɜːpəs] 美 ['pɜ rːpəs] n. 目的；决心；意图；议题 v. 打算；决意

277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78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279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80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81 release 1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282 repair 1 [ri'pεə] vi.修理；修复 vt.修理；恢复；补救，纠正 n.修理，修补；修补部位

283 report 1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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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eproductive 1 [,ri:prə'dʌktiv] adj.生殖的；再生的；复制的

286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287 resilience 1 [ri'ziliəns, -jəns] n.恢复力；弹力；顺应力

288 resistance 1 [ri'zistəns] n.阻力；电阻；抵抗；反抗；抵抗力

289 resistant 1 [ri'zistənt] adj.抵抗的，反抗的；顽固的 n.抵抗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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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ridge 1 [ridʒ] n.山脊；山脉；屋脊 vt.使成脊状；作垄 vi.成脊状 n.(Ridge)人名；(英)里奇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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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rock 1 [rɔk] n.岩石；摇滚乐；暗礁 vt.摇动；使摇晃 vi.摇动；摇晃 n.(Ro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意、瑞典)罗克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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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roots 1 [ru tː] n. 根；根源；根本 v. 生根；扎根；根除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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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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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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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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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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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selective 1 [si'lektiv] adj.选择性的 讲究的 有选择地 有选择性地 仔细挑选地

302 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303 sick 1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
304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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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strength 1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
307 stress 1 [stres] n.压力；强调；紧张；重要性；重读 vt.强调；使紧张；加压力于；用重音读 n.(Stress)人名；(意)斯特雷斯

308 stressor 1 n.紧张性刺激（心理学）

309 stressors 1 压力源

310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311 stud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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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subjected 1 [səbd'ʒektɪd] adj. 从属的，隶属的 v. 动词subject的过去式、过去分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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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successful 1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
315 suffering 1 ['sʌfəriŋ] n.受难；苦楚 adj.受苦的；患病的 v.受苦；蒙受（suffer的ing形式）

316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317 surface 1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
318 survived 1 英 [sə'vaɪv] 美 [sər'vaɪv] vt. 幸免于难；存活；艰难度过；比 ... 活得长 vi. 活着；继续存在

319 survivors 1 [sə'vaɪvəz] 幸存者（survivor的复数）

320 tested 1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
321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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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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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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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326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327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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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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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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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turn 1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333 type 1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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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unnatural 1 [,ʌn'nætʃərəl] adj.不自然的；反常的；不近人情的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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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us 1 pron.我们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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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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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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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warming 1 ['wɔ:miŋ] n.加温，暖和；气温升高 adj.让人感到暖和的 v.加温；兴奋；同情（warm的ing形式） n.(Warming)人名；
(丹、瑞典)瓦明

342 w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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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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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4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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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6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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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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