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4-25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California Permitting Its
Rivers More Space to Flow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6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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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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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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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i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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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California 9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9 flood 9 [flʌd] vt.淹没；充满；溢出 vi.涌出；涌进；为水淹没 n.洪水；泛滥；一大批 n.(Flood)人名；(英)弗勒德；(瑞典、芬)弗洛
德

10 Rivers 9 ['rivə:s] n.里弗斯（人名）；河流州（尼日利亚州名）；河水钻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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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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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bo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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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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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dos 7 [du:z] abbr.磁盘操作系统（DiskOperatingSystem）

16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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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projects 7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19 Rios 7 n.里奥斯（姓氏）

20 river 7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21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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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alley 7 ['væli] n.山谷；流域；溪谷 n.(Valley)人名；(英)瓦利；(法)瓦莱

23 wate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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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b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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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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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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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ca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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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central 5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29 dams 5 n. 水坝 名词dam的复数形式. abbr. 防御性反导弹系统(=Defense Against Missiles Systems)

30 floodplain 5 ['flʌdplein] n.泛滥平原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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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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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nd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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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lik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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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mo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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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partners 5 英 ['pɑ tːnə(r)] 美 ['pɑ rːtnər] n. 伙伴；搭档；伴侣；合伙人 v. 同 ... 合作；做 ... 的搭档

37 state 5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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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years 5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9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0 farm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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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1 floodplains 4 泛洪

42 flow 4 [fləu] vi.流动，涌流；川流不息；飘扬 vt.淹没，溢过 n.流动；流量；涨潮，泛滥 n.(Flow)人名；(英)弗洛

43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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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its 4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45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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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property 4 ['prɔpəti] n.性质，性能；财产；所有权

47 there 4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48 where 4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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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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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limate 3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52 countr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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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habitat 3 ['hæbitæt] n.[生态]栖息地，产地 n.(Habitat)人名；(德)哈比塔特

54 home 3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55 no 3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56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57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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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sa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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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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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1 since 3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62 sits 3 [sɪt] v. 坐；栖息；使就座 n. 坐；栖息

63 species 3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64 things 3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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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wa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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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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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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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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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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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2 Barry 2 ['bæri] n.巴里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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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began 2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75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76 billion 2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77 built 2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78 Caty 2 卡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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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complementary 2 [,kɔmpli'mentəri] adj.补足的，补充的

81 consistent 2 [kən'sistənt] adj.始终如一的，一致的；坚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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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control 2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83 costs 2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84 covers 2 英 ['kʌvə(r)] 美 ['kʌvər] n. 封面；盖子；套子；表面 v. 覆盖；涉及；包含；掩护；给…保险

85 crazy 2 ['kreizi] adj.疯狂的；狂热的，着迷的

86 crop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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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dairy 2 ['dεəri] n.奶制品；乳牛；制酪场；乳品店；牛奶及乳品业 adj.乳品的；牛奶的；牛奶制的；产乳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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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drought 2 [draut] n.干旱；缺乏 n.(Drought)人名；(英)德劳特

90 dry 2 [drai] adj.干的；口渴的；枯燥无味的；禁酒的 vt.把…弄干 vi.变干 n.干涸 n.(Dry)人名；(法)德里

91 experienced 2 [ik'spiəriənst] adj.老练的，熟练的；富有经验的

92 exper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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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farms 2 英 [fɑːm] 美 [fɑ rːm] n. 农场；农田 v. 务农

94 faster 2 ['fa:stə] adj.更快的 adv.更快地 n.(Faster)人名；(德、捷)法斯特

95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96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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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huge 2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98 infrastructure 2 ['infrə,strʌktʃə] n.基础设施；公共建设；下部构造

99 issues 2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100 longer 2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101 lower 2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102 majo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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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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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mill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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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mu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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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nation 2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107 Nelson 2 ['nelsən] n.压住对方头部或颈后及一臂或二臂的手法 n.(Nelson)人名；(英、俄)纳尔逊；(德、西、葡、瑞典)内尔松

108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09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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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overflow 2 [,əuvə'fləu, 'əuvəfləu] vi.溢出；泛滥；充溢 n.充满，洋溢；泛滥；超值；溢值 vt.使溢出；使泛滥；使充溢

112 owners 2 ['əʊnəz] 业主

113 periods 2 ['pɪrɪədz] n.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.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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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policy 2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16 powerhouse 2 ['pauə,haus] n.精力旺盛的人；动力室；发电所

117 projec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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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proposed 2 英 [prəʊ'pəʊzd] 美 [prə'poʊzd] adj. 被提议的

119 protection 2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120 rai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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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recreation 2 [,rekri'eiʃən, -kri:-] n.娱乐；消遣；休养

122 risk 2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123 similar 2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124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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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space 2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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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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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systems 2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128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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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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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tuolumne 2 n. 图奥勒米(在美国；西经 120º15' 北纬 37º59')

132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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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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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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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weaver 2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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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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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140 whole 2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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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active 1 ['æktiv] adj.积极的；活跃的；主动的；有效的；现役的 n.主动语态；积极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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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145 agreement 1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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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aimed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148 aleutian 1 [ə'lu:ʃjən] adj.阿留申群岛的 n.阿留申群岛之土人

149 almond 1 ['ɑ:mənd] n.扁桃仁；扁桃树 n.(Almond)人名；(英)阿尔蒙德；(法)阿尔蒙

150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151 amazing 1 [ə'meiziŋ] adj.令人惊异的 v.使吃惊（amaze的ing形式）

152 anger 1 ['æŋgə] n.怒，愤怒；忿怒 vt.使发怒，激怒；恼火 vi.发怒；恼火 n.(Anger)人名；(罗)安杰尔；(法)安热；(德、捷、瑞典)
安格尔

153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54 appeal 1 [ə'pi:l] vi.呼吁，恳求；上诉；诉诸，求助；有吸引力，迎合爱好；（体育比赛中）诉诸裁判 n.呼吁，请求；吸引力，
感染力；上诉；诉诸裁判 vt.将…上诉，对…上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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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157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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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9 barriers 1 ['bæriəz] 障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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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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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
163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164 bill 1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
165 board 1 [bɔ:d] n.董事会；木板；甲板；膳食 vt.上（飞机、车、船等）；用板盖上；给提供膳宿 vi.寄宿 n.(Board)人名；(英、西)
博德

166 break 1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
晓；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167 broad 1 [brɔ:d] adj.宽的，辽阔的；显著的；大概的 n.宽阔部分 adv.宽阔地 n.(Broad)人名；(英、德)布罗德

168 brush 1 n.刷子；画笔；毛笔；争吵；与某人有效冲突；灌木丛地带；矮树丛；狐狸尾巴 vt.刷；画； vi.刷；擦过；掠过；（经
过时）轻触

169 cackling 1 n.咯咯叫；防磨卷；高声谈笑 v.咯咯叫；咯咯地笑（cackle的ing形式） adj.咯咯叫的；高声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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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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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centralizing 1 ['sentrəlaɪz] v. (使)集聚；(使)集中

173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174 chair 1 [tʃεə] n.椅子；讲座；（会议的）主席位；大学教授的职位 vt.担任（会议的）主席；使…入座；使就任要职 n.(Chair)人
名；(法)谢尔

175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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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Chinook 1 [tʃi'nuk] n.切努克人（北美印第安之一族）；切努克语

178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179 class 1 n.阶级；班级；种类；班；等级 vt.分类；把…分等级；把…归入某等级，把…看作（或分类、归类）；把…编入某一
班级 adj.极好的；很好的，优秀的，出色的 vi.属于…类（或等级），被列为某类（或某级） n.（英、德）克拉斯（人名）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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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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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completed 1 [kəm'pliː 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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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conservation 1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
185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186 crane 1 [krein] n.吊车，起重机；鹤 vi.伸着脖子看；迟疑，踌躇 vt.用起重机起吊；伸长脖子 n.(Crane)人名；(意、葡)克拉内；
(英、法、西)克兰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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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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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debates 1 [dɪ'beɪt] n. 辩论；讨论 vt. 争论；思考 vi. 辩论

190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191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92 demonstrates 1 ['demənstreɪt] vt. 证明；演示；示范 vi. 示威

193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194 details 1 n.细节（detail的复数）；详细资料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三单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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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disagreements 1 [dɪsəɡ'riː mənts] 分歧

197 disaster 1 [,di'zɑ:stə] n.灾难，灾祸；不幸

198 discussing 1 [dɪ'skʌs] v. 讨论；论述；商量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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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Dolan 1 n. 多兰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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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drier 1 n.干燥机；干燥剂；吹风机 dry的比较级

203 driest 1 生硬的 干燥的 枯燥的（dry的最高级）

204 drive 1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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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droughts 1 [d'raʊts] 旱灾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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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ecologically 1 [ikə'lɔdʒikəli] adv.从生态学的观点看

209 ecosystems 1 生态系统

210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211 endangered 1 [in'deindʒəd] adj.濒临灭绝的；有生命危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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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energy 1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213 engineers 1 英 [ˌendʒɪ'nɪə(r)] 美 [ˌendʒɪ'nɪr] n. 工程师；机(械)师 vt. 设计；建造；策划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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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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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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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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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fail 1 [feil] vi.失败，不及格；破产；缺乏；衰退 vt.不及格；使失望；忘记；舍弃 n.不及格 n.(Fail)人名；(葡、捷)法伊尔；(法)法
伊

219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220 Farmers 1 n.[农]农民（farmer的复数）

221 farmland 1 ['fɑ:mlænd] n.农田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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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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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fifth 1 [fifθ] adj.第五的；五分之一的 n.第五；五分之一 num.第五

225 fill 1 [fil] vt.装满，使充满；满足；堵塞；任职 vi.被充满，膨胀 n.满足；填满的量；装填物 n.(Fill)人名；(德、俄、匈)菲尔

226 floods 1 [flʌd] v. 淹没；充满 n. 洪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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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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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fourteen 1 num.十四；十四个；第十四 n.十四的记号；十四岁；十四点钟；十五世纪

231 frustrate 1 [frʌs'treit] vt.挫败；阻挠；使感到灰心 vi.失败；受挫 adj.挫败的；无益的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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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
234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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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goose 1 [gu:s] n.鹅；鹅肉；傻瓜；雌鹅 vt.突然加大油门；嘘骂 n.(Goose)人名；(德)戈泽；(英)古斯

237 grew 1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
238 groundwater 1 ['graund,wɔ:tə] n.地下水 n.(Groundwater)人名；(英)格朗德沃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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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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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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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habitats 1 ['hæbɪtæts] 生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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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heart 1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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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hectare 1 ['hektɑ:] n.公顷（等于1万平方米）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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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historical 1 [his'tɔrikəl] adj.历史的；史学的；基于史实的

249 homes 1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国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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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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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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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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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improving 1 [ɪm'pruːvɪŋ] n. 改良；改进 动词impr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55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256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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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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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Jane 1 [dʒein] n.简（女子名）

259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260 Joaquin 1 n.杰奎因（足球运动员）

261 julie 1 ['dʒu:li] n.朱莉（女子名）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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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64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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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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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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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269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270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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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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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74 listed 1 ['listid] adj.列出的；表列的；已登录的 v.列出；登记（list的过去分词）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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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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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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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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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0 makers 1 n. 迈克（美国一家公司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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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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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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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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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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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mid 1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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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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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mountain 1 [ˈmauntin，ˈmaʊntən] n.山；山脉 n.(Mountain)人名；(英)芒廷

290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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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nativ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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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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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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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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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297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298 nonprofit 1 adj.非盈利的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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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0 ocean 1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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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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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onto 1 ['ɔntu, -tə] prep.在…之上；对…了解；映射到…上 adj.映射的；自身的；映成的

304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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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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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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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309 permitting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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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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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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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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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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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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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possibility 1 [,pɔsə'biləti] n.可能性；可能发生的事物

318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319 preserve 1 vt.保存；保护；维持；腌；禁猎 n.保护区；禁猎地；加工成的食品；（某人或群体的）专门活动

320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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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produces 1 英 [prə'djuːs] 美 [prə'duːs] v. 生产；引起；提出；制片；分娩 n. 产品；农产品

323 production 1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324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325 protected 1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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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pumping 1 ['pʌmpiŋ] n.[机]抽吸；脉动；抽气效应 v.抽水（pump的ing形式）

328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329 rabbit 1 ['ræbit] n.兔子，野兔 vt.让…见鬼去吧 vi.猎兔

330 rains 1 [reɪn] n. 雨；雨水 v. 下雨；(雨点般)落下

331 ranch 1 [rɑ:ntʃ, ræntʃ] n.大农场；大牧场 vi.经营牧场；在牧场工作 vt.经营牧场；在牧场饲养…

332 reached 1 到达

333 rebuilding 1 ['riː ˌbɪldɪŋ] n. 改建

334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335 reconsider 1 [,ri:kən'sidə] vt.重新考虑；重新审议 vi.重新考虑

336 record 1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337 recreated 1 [ˌriː kri'eɪt] v. 再创造；使得到休养；得到消遣；休息娱乐

338 recreating 1 [ˌriː kri'eɪt] v. 再创造；使得到休养；得到消遣；休息娱乐

339 redesign 1 [,ri:di'zain] vt.重新设计 n.重新设计；新设计

340 redirection 1 [,ri:di'rekʃən] n.重寄；改道；转移呼叫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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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342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343 removing 1 [riː 'muːvɪŋ] n. 消除；排除；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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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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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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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return 1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347 riparian 1 [rai'pεəriən, ri-] adj.河边的；水滨的 n.河边居民；河岸拥有人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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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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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rush 1 [rʌʃ] n.冲进；匆促；急流；灯心草 adj.急需的 vt.使冲；突袭；匆忙地做；飞跃 vi.冲；奔；闯；赶紧；涌现 n.(Rush)人
名；(英)拉什

351 sale 1 [seil] n.销售；出售；拍卖；销售额；廉价出售 n.(Sa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瑞典)萨莱；(英、萨摩)塞尔；(法)萨尔

352 salmon 1 n.鲑鱼；大马哈鱼；鲑肉色；鲑鱼肉；橙红色，粉橙色 adj.浅澄色的
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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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sandhill 1 ['sændhil] n.沙丘鹤（一种鸟）；沙丘沙岗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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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se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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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seeking 1 [siː 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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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serving 1 ['sə:viŋ] n.服务；上菜；一份食物 v.服务（serve的ing形式） adj.用于上菜的 n.(Serving)人名；(瑞典)塞尔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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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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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snow 1 [snəu] n.雪，积雪；下雪 vi.降雪 vt.使纷纷落下；使变白 n.(Snow)人名；(英)斯诺

364 snowfall 1 ['snəufɔ:l] n.降雪；降雪量

365 sold 1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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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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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sort 1 [sɔ:t] n.种类；方式；品质 vi.分类；协调；交往 vt.将…分类；将…排序；挑选出某物
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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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stands 1 [stænd] v. 站立；忍受；位于；停滞 n. 站立；货摊；停顿；看台

371 steelhead 1 ['sti:lhed] n.虹鳟；硬头鳟；北美鳟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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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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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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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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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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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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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supported 1 [sə'pɔː tɪd] adj.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79 supporters 1 [sə'pɔː 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
380 supports 1 [sə'pɔː ts] n. 支持

381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82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383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384 temperatures 1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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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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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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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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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9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90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391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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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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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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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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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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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trout 1 n.鳟鱼，鲑鱼

399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
400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401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4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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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04 upset 1 vt.使心烦；颠覆；扰乱 vi.翻倒 adj.心烦的；混乱的；弄翻的 n.混乱；翻倒；颠覆

405 us 1 pron.我们

406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407 ve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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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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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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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411 warbler 1 ['wɔ:blə] n.啭鸟；鸣鸟；用颤音歌唱的人
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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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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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415 wet 1 [wet] adj.[气象][物]潮湿的；有雨的 n.雨天；湿气 vt.弄湿 vi.变湿 n.(Wet)人名；(英、纳米、南非)韦特

416 wetlands 1 ['wetlændz] n.湿地（wetland的复数形式）；沼泽地；塘地

417 wetter 1 ['wetə] n.[助剂]湿润剂；（印刷前纸张的）湿润工 adj.湿的；多雨的（wet的比较级） n.(Wetter)人名；(德、法、捷、瑞
典)韦特尔
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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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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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woody 1 ['wudi] adj.木质的；多树木的；木头似的 n.(Woody)人名；(英)伍迪

4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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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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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3 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24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425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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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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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yellow 1 adj.黄色的；黄皮肤的 adj.胆小的 n.黄色；黄种人；黄色颜料 vi.变黄或发黄 vt.使变黄或发黄

4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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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