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6-13 [As It Is] California Wants to Buy out Farmers to Save
Water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3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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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ater 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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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of 2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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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nd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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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armers 12 n.[农]农民（farmer的复数）

8 i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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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 rights 10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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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 stat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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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be 6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5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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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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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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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would 6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19 acre 5 ['eikə] n.土地，地产；英亩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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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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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billion 4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23 bu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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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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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lawmakers 4 n.立法者(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)

26 proposal 4 [prəu'pəuzəl] n.提议，建议；求婚

27 Rivers 4 ['rivə:s] n.里弗斯（人名）；河流州（尼日利亚州名）；河水钻

28 tak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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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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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irmingham 3 ['bə:miŋəm] n.伯明翰（英国一座城市）

31 buying 3 n.买进 v.购买；获得；收买（buy的ing形式）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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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change 3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34 district 3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35 foot 3 [fut] n.脚；英尺；步调；末尾 vi.步行；跳舞；总计 vt.支付；给……换底 n.(Foot)人名；(英)富特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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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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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majo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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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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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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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)莫雷

41 muc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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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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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severe 3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44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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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streams 3 [st'riː mz] n. 流；溪流 名词stream的复数形式.

46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47 action 2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48 agricultural 2 [,ægri'kʌltʃərəl] adj.农业的；农艺的

49 amount 2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50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51 budget 2 ['bʌdʒit] n.预算，预算费 vt.安排，预定；把…编入预算 vi.编预算，做预算 adj.廉价的

52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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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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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limate 2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55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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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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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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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enough 2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60 especially 2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61 fis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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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gr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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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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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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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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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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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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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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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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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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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owned 2 [əund] v.拥有；承认（own的过去分词） adj.自身拥有的

73 regulators 2 英 ['regjʊleɪtəz] 美 ['regjə̩ leɪtəz] n. 调节器；调整者；调节阀；稳定器；标准钟 名词regulator的复数形式.

74 r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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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rule 2 [ru:l] vi.统治；管辖；裁定 n.统治；规则 vt.统治；规定；管理；裁决；支配 n.(Rule)人名；(英)鲁尔；(塞)鲁莱

76 sav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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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78 s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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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senior 2 ['si:njə] adj.高级的；年长的；地位较高的；年资较深的，资格较老的 n.上司；较年长者；毕业班学生 n.(Senior)人名；
(英)西尼尔

80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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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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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83 tom 2 n.雄性动物（尤指雄猫）；汤姆（人名） v.〈美口〉(像汤姆叔一样)逆来顺受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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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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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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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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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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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Westland 2 ['westlənd] n.韦斯特兰；荷兰西部地区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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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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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according 1 adj.相符的；一致的；相应的；和谐的；调和的 adv.依照；根据；按照 v.给予(accord的现在分词)；使和谐一致；
使符合；使适合

93 acquire 1 [ə'kwaiə] vt.获得；取得；学到；捕获

94 acquiring 1 [ək'waɪərɪŋ] n. 获得 动词acquire的现在分词.

95 Adam 1 ['ædəm] n.亚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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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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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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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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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agriculture 1 n.农业；农耕；农业生产；农艺，农学

101 aid 1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
102 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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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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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an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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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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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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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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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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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1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112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113 beam 1 [bi:m] n.横梁；光线；电波；船宽；[计量]秤杆 vt.发送；以梁支撑；用…照射；流露 vi.照射；堆满笑容 n.(Beam)人名；
(阿拉伯)贝亚姆；(英)比姆

114 begun 1 [bi'gʌn] v.开始（begin的过去分词） n.(Begun)人名；(俄)别贡；(英)贝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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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117 bureau 1 ['bjuərəu] n.局，处；衣柜；办公桌 n.(Bureau)人名；(法)比罗

118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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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centimeters 1 ['sentɪ̩ miː təz] n. 厘米；公分 名词centimeter的复数形式.

121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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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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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25 closely 1 ['kləusli] adv.紧密地；接近地；严密地；亲近地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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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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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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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130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131 continual 1 [kən'tinjuəl] adj.持续不断的；频繁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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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cover 1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
134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135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36 defined 1 [dɪ'faɪnd] adj. 有定义的；明确的，确定的，清晰的；轮廓分明的 v. 规定；限定；定义；解释（动词define的过去式和
过去分词）

137 demands 1 英 [dɪ'mɑːnd] 美 [dɪ'mænd] n. 要求；需求 v. 要求；查问；需要

138 depth 1 [depθ] n.[海洋]深度；深奥

139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140 directs 1 [də'rekt] adj. 直接的；笔直的；坦白的 v. 对准；指挥；指示；命令

141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142 dr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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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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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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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end 1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147 endangered 1 [in'deindʒəd] adj.濒临灭绝的；有生命危险的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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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ensure 1 [in'ʃuə] vt.保证，确保；使安全

150 Evans 1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151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152 examine 1 [ig'zæmin] vt.检查；调查；检测；考试 vi.检查；调查

153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154 farm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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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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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feet 1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
157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158 flowing 1 ['fləuiŋ] adj.流动的；平滑的；上涨的 v.流动；起源；上涨（flow的ing形式）

159 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160 fruits 1 [f'ru tːs] n. 成果 名词fruit的复数.

161 gavin 1 [gævin] n.加文（男子名）

162 gov 1 abbr.政府（goverment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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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governs 1 英 ['ɡʌvn] 美 ['ɡʌvərn] v. 统治；支配；管理；规定；控制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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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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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homeowners 1 ['həʊməʊnəz] / n.；自己拥有住房者；(住自己房子的)私房屋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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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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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interested 1 ['intristid, 'intər-] adj.感兴趣的；有权益的；有成见的 v.使…感兴趣（interest的过去分词）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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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involve 1 [in'vɔlv] vt.包含；牵涉；使陷于；潜心于

173 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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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175 Jonathan 1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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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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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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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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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lawsuits 1 n. 诉讼，法律诉讼；控诉（lawsuit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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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184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185 legally 1 ['li:gəli] adv.合法地；法律上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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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lester 1 ['lestə] n.莱斯特（男子名）；喻指显赫的人

188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189 liters 1 ['lɪtərz] 公升

190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191 lots 1 [lɔts] n.大量，许多；一堆；命运（lot的复数） adv.很，非常 v.抽签；分组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（lot的三单形式）

192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193 measure 1 ['meʒə] n.测量；措施；程度；尺寸 vt.测量；估量；权衡 vi.测量；估量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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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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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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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98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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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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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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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05 negotiations 1 [nɪɡəʊʃ'ɪeɪʃnz] n. 协商；谈判；磋商 名词negotiation的复数形式.

206 newsom 1 n. 纽瑟姆

207 nuts 1 [nʌts] adj.发狂的；热衷的；狂热的 int.胡说；呸 n.坚果；螺母（nut的复数）；核心 v.采坚果；用头撞（nut的三单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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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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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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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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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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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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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214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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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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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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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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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price 1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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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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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property 1 ['prɔpəti] n.性质，性能；财产；所有权

224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225 purpose 1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
226 quick 1 [kwik] n.核心；伤口的嫩肉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，敏捷的；灵敏的 adv.迅速地，快 n.(Qui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芬)奎
克

227 quicker 1 [k'wɪkər] adj. 快些的 形容词quick的比较级.

228 rainfall 1 ['reinfɔ:l] n.降雨；降雨量

229 rarely 1 ['rεəli] adv.很少地；难得；罕有地

230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231 reclamation 1 [,reklə'meiʃən] n.开垦；收回；再利用；矫正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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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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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regional 1 ['ri:dʒənəl] adj.地区的；局部的；整个地区的

235 regulator 1 n.调整者；监管者；校准器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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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238 requiring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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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restricting 1 [rɪs'trɪktɪŋ] adj. 限制的，约束的 v. 限制，约束，束缚（restrict的现在分词）

241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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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sa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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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secretary 1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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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senate 1 ['senit] n.参议院，上院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

247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
248 shut 1 [ʃʌt] vt.关闭；停业；幽禁 vi.关上；停止营业 n.关闭 adj.关闭的；围绕的 n.(Shut)人名；(俄)舒特；(中)室(广东话·威妥玛)

249 simply 1 ['simpli] adv.简单地；仅仅；简直；朴素地；坦白地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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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252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253 supervisor 1 监督人，指导者；[管理]管理人；检查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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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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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surplus 1 ['sə:plʌs, -pləs] n.剩余；[贸易]顺差；盈余；过剩 adj.剩余的；过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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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58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259 taxpayer 1 ['tæks,peiə] n.纳税人；所收租金只够支付地产税的建筑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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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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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263 throu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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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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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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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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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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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valley 1 ['væli] n.山谷；流域；溪谷 n.(Valley)人名；(英)瓦利；(法)瓦莱

270 vegetables 1 ['vedʒɪtəblz] 蔬菜,vegetable的复数形式

271 voluntarily 1 ['vɔləntərili] adv.自动地；以自由意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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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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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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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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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6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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