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5-01 [As It Is] Lack of Rain in Chile Forces Change in Plant
Lif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2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to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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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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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ater 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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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nd 1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7 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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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 plants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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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 said 9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拉
伯)赛义德

11 i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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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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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ity 7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4 are 6 [强ɑ:, 弱ə] v.是（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） n.公亩 n.(Are)人名；(意、西、芬)阿雷

15 areas 6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16 change 6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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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park 6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
19 Santiago 6 [,sænti:'eigəu] n.圣地亚哥（智利首都）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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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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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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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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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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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dded 4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27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28 Chile 4 ['tʃili] n.智利（南美洲国家）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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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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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little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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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need 4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33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4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5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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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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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9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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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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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）食品罐头

40 changes 3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41 climate 3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42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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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drought 3 [draut] n.干旱；缺乏 n.(Drought)人名；(英)德劳特

44 landscaping 3 ['lændskeɪpɪŋ] n. 景观美化 动词landscape的现在分词.

45 local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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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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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7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8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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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u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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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watering 3 n.浇水；灌溉；排水沟 adj.灌溉的；浇水用的；流口水的 v.浇水；灌溉；流口水（water的ing形式）

51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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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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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55 beautiful 2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
56 capital 2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
57 conscience 2 ['kɔnʃəns] n.道德心，良心 n.(Conscience)人名；(法)孔西延斯

58 desert 2 ['dezət] vt.遗弃；放弃；逃跑 vi.遗弃；开小差；逃掉 n.沙漠；荒原；应得的赏罚 adj.沙漠的；荒凉的；不毛的

59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60 divided 2 [di'vaidid] adj.分裂的；分开的；有分歧的 v.分开（divide的过去分词）；分离

61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62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63 flowers 2 英 ['flaʊə(r)] 美 ['flaʊər] n. 花；开花植物；精华；盛时 v. 开花；成熟；用花装饰

64 grass 2 [grɑ:s, græs] n.草；草地，草坪 vt.放牧；使……长满草；使……吃草 vi.长草 n.(Grass)人名；(法、德、俄、瑞典、英)格拉
斯

65 Gregory 2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
66 her 2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67 house 2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68 la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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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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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l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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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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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nearby 2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
73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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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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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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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77 perio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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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providencia 2 [p'rɒvɪdənsə] 普罗威登斯菌属, 天命菌, 普罗威登斯菌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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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rainfall 2 ['reinfɔ:l] n.降雨；降雨量

81 ration 2 ['ræʃən, 'rei-] vt.配给；定量供应 n.定量；口粮；配给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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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83 Robles 2 n.罗伯斯（男子名）；（西）罗布雷斯（男子名）

84 Rodriguez 2 n.（西）罗德里格斯（姓氏）

85 saves 2 [seɪv] v. 救；节省；保存 n. 救援，救助

86 something 2 ['sʌmθiŋ] pron.某事；某物 n.重要的人；值得重视的事 adv.非常；有点；大约 adj.大约；有点象

87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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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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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sustainable 2 adj.可以忍受的；足可支撑的；养得起的；可持续的

91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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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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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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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us 2 pron.我们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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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Vega 2 ['vi:gə; 'veigə] n.[天]织女星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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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was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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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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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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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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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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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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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09 ag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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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allowed 1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
111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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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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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Andes 1 ['ændi:z] n.安第斯山脉

116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17 anymore 1 ['eni'mɔ:] adv.再也不，不再

118 appearance 1 [ə'piərəns] n.外貌，外观；出现，露面

119 arace 1 阿拉切

120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121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122 aware 1 [ə'wεə] adj.意识到的；知道的；有…方面知识的；懂世故的 n.(Aware)人名；(阿拉伯、索)阿瓦雷

123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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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blue 1 n.蓝色；[复数]（美国海、陆、空三军穿的）蓝色制服；蓝颜料；[theblue(s)][用作单数或复数]布鲁斯（歌曲）（一种伤
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.蓝色的；沮丧的，忧郁的；下流的 vt.把…染成蓝色；使成蓝色；给…用上蓝剂；用上蓝剂于 vi.变成
蓝色，呈蓝色 n.（英、西、意）布卢（人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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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127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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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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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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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carried 1 ['kærid] adj.被运的；入神的；忘我的 v.保持（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搬运

131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
132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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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combined 1 [kəm'baind] adj.结合的；[数]组合的 v.使结合；联合（combin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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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137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138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139 cooking 1 n.烹饪 adj.烹调的 v.烹调；筹划（cook的ing形式）

140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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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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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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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4 destroy 1 [di'strɔi] vt.破坏；消灭；毁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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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dina 1 ['di:nə] n.[军][电子]第纳干扰器 n.(Dina)人名；(塞、葡、法、意、罗、阿拉伯)迪娜(女名)，迪纳；(俄)金娜

147 economics 1 [,i:kə'nɔmiks] n.经济学；国家的经济状况

148 eduardo 1 n. 爱德华多

149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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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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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53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154 exercise 1 ['eksəsaiz] n.运动；练习；运用；操练；礼拜；典礼 vt.锻炼；练习；使用；使忙碌；使惊恐 vi.运动；练习

155 exper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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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exploded 1 [ik'spləudid] adj.爆炸了的；分解的；被破除的 v.爆炸（explod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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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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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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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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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flower 1 ['flauə] n.花；精华；开花植物 vi.成熟，发育；开花；繁荣；旺盛 vt.使开花；用花装饰 n.(Flower)人名；(英)弗劳尔

163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64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165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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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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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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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fuster 1 n. 富斯特

171 garden 1 ['gɑ:dn] n.花园；菜园 vt.栽培花木 vi.从事园艺；在园中种植 n.(Garden)人名；(英、意、巴基)加登

172 gasoline 1 ['gæsəli:n] n.汽油

173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74 grasses 1 ['grɑːsɪz] n. 禾本科植物 名词grass的复数.

175 green 1 [gri:n] adj.绿色的；青春的 n.绿色；青春 vt.使…变绿色 vi.变绿色 n.(Green)人名；(英、意)格林；(瑞典、芬)格伦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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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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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hectares 1 n.公顷（等于2。471英亩）( hectare的名词复数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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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81 hits 1 [hɪts] n. [计]采样数 名词hit的复数形式.

182 houses 1 ['hauziz] n.住宅；家园；洋房（house的复数）；房子的总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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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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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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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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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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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0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克；(匈)洛克

191 landscape 1 n.风景；风景画；景色；山水画；乡村风景画；地形；（文件的）横向打印格式 vt.对…做景观美化，给…做园林
美化；从事庭园设计 vi.美化（环境等），使景色宜人；从事景观美化工作，做庭园设计师

192 landscaper 1 ['lænd,skeipə] n.庭园设计家

193 laugh 1 [lɑ:f, læf] n.笑；引人发笑的事或人 vi.笑 vt.以笑表示；使…笑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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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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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197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98 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199 liters 1 ['lɪtərz] 公升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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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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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2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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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low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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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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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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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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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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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management 1 ['mænidʒmənt] n.管理；管理人员；管理部门；操纵；经营手段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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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measure 1 ['meʒə] n.测量；措施；程度；尺寸 vt.测量；估量；权衡 vi.测量；估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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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Mediterranean 1 [,meditə'reiniən] n.地中海 adj.地中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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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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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
216 mint 1 n.薄荷；[金融]造币厂，巨款 vt.铸造，铸币 adj.完美的 n.(Mint)人名；(毛里塔)明特

217 Miranda 1 [mi'rændə] n.米兰达（女子名）

218 modernized 1 ['mɒdə( )ːnaɪzd] adj. 现代化的 动词moder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19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20 morally 1 ['mɔrəli, 'mɔ:-] adv.道德上；有道德地；确实地

221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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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Mountains 1 ['mauntins] n.山脉；[地理]山区；山岳（mountain的复数）

223 muc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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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natalia 1 n. 纳塔莉亚(f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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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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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228 neighbor 1 ['neibə] n.邻居 adj.邻近的 vi.友好；毗邻而居 vt.邻接 n.(Neighbor)人名；(英)内伯

229 neighborhood 1 n.附近；街坊；接近；街区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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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normal 1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232 northwest 1 [,nɔ:θ'west] adj.西北的；向西北的；来自西北的 n.西北 adv.在西北；向西北；来自西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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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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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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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onl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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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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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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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Parks 1 n.帕克斯（人名）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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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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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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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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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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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
249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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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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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pleasure 1 ['pleʒə, 'plei-] n.快乐；希望；娱乐；令人高兴的事 vt.使高兴；使满意 vi.高兴；寻欢作乐

253 pointed 1 ['pɔintid] adj.尖的；突出的；锐利的；率直的 v.指出；瞄准（point的过去式）

254 poorer 1 英 [pʊə(r)] 美 [pʊr] adj. 可怜的；贫穷的；低劣的 n. 穷人

255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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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promised 1 英 ['prɒmɪs] 美 ['prɑːmɪs] n. 诺言；预示；约定；(有)希望 v. 允诺；发誓；答应；有希望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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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Ramos 1 n.拉莫斯（男子名）；蓝魔（数码产品品牌）

259 rare 1 adj.稀有的；稀薄的；半熟的 adj.杰出的；极度的；非常好的 adv.非常；极其 vi.用后腿站起；渴望

260 receives 1 [rɪ'siː v] v. 接到；收到；接待

261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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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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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64 regret 1 [ri'gret] n.遗憾；抱歉；悲叹 vt.后悔；惋惜；哀悼 vi.感到后悔；感到抱歉

265 regretted 1 [rɪɡ'retɪd] v. 后悔；惋惜；为 ... 感到遗憾（动词regr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66 replace 1 [ri'pleis] vt.取代，代替；替换，更换；归还，偿还；把…放回原处

267 replaced 1 [rɪ'pleɪsd] adj. 被替换的 动词re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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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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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271 rich 1 adj.富有的；肥沃的；昂贵的 adj.油腻的，含有很多脂肪 n.(Rich)人名；(丹)里克；(捷)里赫；(英、西)里奇；(葡、法)里什

272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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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Rivers 1 ['rivə:s] n.里弗斯（人名）；河流州（尼日利亚州名）；河水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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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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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rodrigo 1 n.罗德里戈（歌曲名称）

278 rosemary 1 ['rəuzməri, -mεəri] n.[植]迷迭香

279 sad 1 [sæd] adj.难过的；悲哀的，令人悲痛的；凄惨的，阴郁的（形容颜色）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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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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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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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semi 1 ['sem(a)i] n.半挂车；半独立式的住宅 n.(Semi)人名；(意、芬)塞米

284 shades 1 ['ʃeɪdz] n. 墨镜；夜幕；阴间；回忆 名词shade的复数形式.

285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286 smell 1 [smel] vi.嗅，闻；有…气味 vt.嗅，闻；察觉到；发出…的气味 n.气味，嗅觉；臭味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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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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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sorry 1 ['sɔ:ri, 'sɔ-] adj.遗憾的；对不起的，抱歉的 int.对不起，抱歉（表示委婉的拒绝等）

290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291 stones 1 n.石子（stone的复数）；小石头 v.向…扔石子；用石块铺（stone的三单形式） n.(Stones)人名；(英)斯通斯

292 student 1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293 supervise 1 ['sju:pəvaiz] vt.监督，管理；指导 vi.监督，管理；指导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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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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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98 traditional 1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299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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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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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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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04 valentina 1 n. 瓦伦蒂娜(女子名)

305 villalobos 1 n.(Villalobos)人名；(葡)维拉洛博斯；(英、西)比利亚洛沃斯

306 violet 1 ['vaiələt] n.紫罗兰；堇菜；羞怯的人 adj.紫色的；紫罗兰色的 n.(Violet)人名；(西)比奥莱特；(法)维奥莱；(印、匈、英)
维奥莱特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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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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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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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11 waterways 1 ['wɔː təweɪz] n. 排水沟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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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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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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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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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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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18 wind 1 [[wɪnd] n.风；呼吸；气味；卷绕 vt.缠绕；上发条；使弯曲；吹号角；绕住或缠住某人 vi.缠绕；上发条；吹响号角 n.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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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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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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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人名；(英)朗

323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24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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