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5-08 [As It Is] Cubans Grow Corals, Restore Reef with
Limited Support 词汇表词汇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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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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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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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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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ffected 1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7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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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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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head 1 adj.向前；在前的；领先 adv.向前地；领先地；在（某人或某事物的）前面；预先；在将来，为未来

12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3 and 1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4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15 aquarium 1 [ə'kwεəriəm] n.水族馆；养鱼池；玻璃缸

16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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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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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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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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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ttached 1 [ə'tætʃt] adj.附加的；依恋的，充满爱心的 v.附上（attach的过去分词）

21 barrier 3 ['bæriə] n.障碍物，屏障；界线 vt.把…关入栅栏 n.(Barrier)人名；(法)巴里耶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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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24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25 beloved 1 [bi'lʌvid, -'lʌvd] adj.心爱的；挚爱的 n.心爱的人；亲爱的教友

26 bett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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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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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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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ranches 1 英 [brɑːntʃ] 美 [bræntʃ] n. 分部；部门；分店；分支；树枝 v. 分岔；分支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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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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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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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34 cleaning 1 ['kli:niŋ] n.清洗；清除；去污；大败 v.清洁（clean的ing形式）

35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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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ollecting 1 [kə'lekt] v. 收集；聚集；募捐；运走；使（自己）镇定

38 commented 1 英 ['kɒment] 美 ['kɑːment] n. 注释；评论；闲话 v. 评论；注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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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oral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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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orals 3 珊瑚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42 creatures 1 ['kriː tʃəz] n. 生物（creature的复数形式）

43 Cuba 7 ['kju:bə] n.古巴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44 Cuban 2 ['kju:bən] n.古巴人 adj.古巴的；古巴人的

45 Cubans 1 n.古巴人( Cuban的名词复数 )

46 dave 1 [deiv] n.戴夫（男子名）

47 difficult 2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48 dive 2 ['di:vei, daiv] vi.潜水；跳水；俯冲；急剧下降 n.潜水；跳水；俯冲；扑 n.(Dive)人名；(法)迪夫

49 diver 1 ['daivə] n.潜水者；跳水的选手；潜鸟 n.(Diver)人名；(法)迪韦；(英)戴弗

50 divers 1 ['daivə:z] adj.不同种类的，各式各样的 n.(Divers)人名；(英)戴弗斯；(法)迪韦尔

51 Dives 2 ['daivi:z] n.富豪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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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54 dream 1 [dri:m] vi.梦想；做梦，梦见；想到 n.梦想，愿望；梦 vt.梦想；做梦；想到 adj.梦的；理想的；不切实际的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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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6 elsewhere 1 [,els'hwεə] adv.在别处；到别处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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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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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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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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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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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expectations 1 [ekspek'teɪʃnz] 预期继承的遗产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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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fibers 1 纤维

66 financial 2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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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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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fisherman 1 ['fiʃəmən] n.渔夫；渔人

70 fis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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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1 floor 1 [flɔ:] n.地板，地面；楼层；基底；议员席 vt.铺地板；打倒，击倒；（被困难）难倒

72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73 formed 1 [fɔ:md] adj.成形的，成形 v.成形加工（form过去时形式）

74 French 1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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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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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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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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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grow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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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guillevic 1 吉耶维克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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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3 hairs 1 [heəz] n. 毛茸；毛绒；毛发 名词hair的复数形式.

84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85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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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Harbor 1 ['hɑ:bə] vt.庇护；怀有 n.海港；避难所 vi.居住，生存；入港停泊；躲藏 n.(Harbor)人名；(英)哈伯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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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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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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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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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healthy 1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
92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93 high 1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94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95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96 hung 1 [hʌŋ] v.悬挂；垂落（han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Hung)人名；(老)亨；(中)洪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朝)兴；(东南亚国家华
语)勋

97 impossible 1 [im'pɔsəbl] adj.不可能的；不可能存在的；难以忍受的；不真实的 n.不可能；不可能的事

98 i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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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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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incredible 2 adj.难以置信的，惊人的；极好的

101 instructors 2 [ɪnst'rʌktəz] 辅导员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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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invasive 1 [in'veisiv] adj.侵略性的；攻击性的

104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5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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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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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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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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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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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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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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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length 1 [leŋθ, leŋkθ] n.长度，长；时间的长短；（语）音长

113 lessen 1 ['lesən] vt.使…变小；使…减轻；使…变少 vi.减少；减轻；变小 n.(Lessen)人名；(德、罗)莱森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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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limited 3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116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117 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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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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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0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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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lost 2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123 love 1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
124 Luis 1 ['luis] n.路易斯（人名）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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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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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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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128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29 Matanzas 1 [mɑ:'tɑ:nsɑ:s] n.马坦萨斯（古巴一港市）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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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materials 1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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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Michel 1 ['mai:kəl] n.米歇尔（男子名）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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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mouth 1 [mauθ] n.口，嘴；河口 vt.做作地说，装腔作势地说；喃喃地说出 vi.装腔作势说话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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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mui 6 abbr.多语言用户界面（MultilingualUserInterface） n.(Mui)人名；(中)梅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朝)袂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美

138 nails 1 ['neɪlz] n. 指甲 名词nail的复数形式.

139 national 2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140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141 nearby 1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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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3 neighborhood 1 n.附近；街坊；接近；街区

144 noaa 1 ['nəuə] abbr.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（NationalOceanicandAtmosphericAdministration）

145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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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number 1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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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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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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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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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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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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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155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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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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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58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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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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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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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painting 1 ['peintiŋ] n.绘画；油画；着色 v.绘画（paint的ing形式）；涂色于 n.(Painting)人名；(英)佩因廷

164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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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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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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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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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pieces 3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169 pipes 1 [paips] n.管线，管道；[材]管子（pipe复数形式） v.吹奏管乐；尖声叫嚷（pip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Pipes)人名；
(英)派普斯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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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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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pollution 1 [pə:'lju:ʃən] n.污染 污染物

173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174 progress 1 ['prəugres, 'prɔ-, prəu'gres] n.进步，发展；前进 vi.前进，进步；进行 n.(Progress)人名；(赞)普罗格雷斯

175 projec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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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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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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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8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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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181 recovered 2 [rɪ'kʌvəd] adj. 恢复的 动词reco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82 reef 9 [ri:f] n.暗礁；[地质]矿脉；收帆 vt.收帆；缩帆 vi.缩帆；收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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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replant 1 [,ri:'plɑ:nt, -'plænt] vt.改种；移植；移居

185 replanted 1 英 ['riː 'plɑːnt] 美 [riː 'plɑːnt] v. 改种；再植；移植

186 repopulate 2 ['riː 'pɒpjʊleɪt] vt. 重新构成 ... 的人口； 重新居住于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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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restore 2 [ri'stɔ:] vt.恢复；修复；归还 vi.恢复；还原

189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90 reward 1 [ri'wɔ:d] n.[劳经]报酬；报答；酬谢 vt.[劳经]奖励；奖赏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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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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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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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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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196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97 schoolchildren 1 ['sku lːtʃɪldrən] n. 中小学生

198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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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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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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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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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3 Sherwood 1 ['ʃə:wud] n.舍伍德（姓氏，男子名）

204 skeletons 1 n. 骷髅；骨骼（skeleton的复数）；流言（歌曲名）

205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206 sm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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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smoothing 1 ['smuːðɪŋ] n. 滤除；平滑 动词smooth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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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soto 1 n.索托（手表品牌）

210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211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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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13 stiff 1 adj.呆板的；坚硬的；僵硬的；严厉的；拘谨的；稠的；（价格）高昂的；（酒）烈性的 adv.极其；僵硬地；彻底地 n.
死尸；令人讨厌者；流通票据；劳动者 vt.诈骗；失信

214 still 1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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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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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suppor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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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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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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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survive 1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
221 tak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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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
223 temperatures 1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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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t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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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the 3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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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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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230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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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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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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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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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to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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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6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37 too 2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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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tourism 2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
240 tourist 1 ['tuərist] n.旅行者，观光客 adj.旅游的 vt.在旅行参观 vi.旅游；观光 adv.坐旅游车厢；坐经济舱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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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trip 1 [trip] vi.绊倒；远足；犯错误；轻快地走 n.旅行；绊倒；差错 vt.绊倒；使犯错 n.(Trip)人名；(荷)特里普

243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44 underwater 1 ['ʌndə'wɔ:tə] adj.在水中的；水面下的 adv.在水下 n.水下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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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us 1 pron.我们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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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249 varadero 1 n. 巴拉德罗(在古巴；西经 81º16' 北纬 23º10')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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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visited 1 v.拜访，访问（visit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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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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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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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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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5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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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weaken 1 ['wi:kən] vt.减少；使变弱；使变淡 vi.变弱；畏缩；变软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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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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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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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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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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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3 worker 1 ['wə:kə] n.工人；劳动者；职蚁 n.(Worker)人名；(英)沃克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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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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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68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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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