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6-16 [As It Is] A Lake Dries Up as Chile's Severe Lack of Rain
Continues 词频表词频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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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of 1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is 1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4 and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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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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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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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to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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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 wate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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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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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Chile 8 ['tʃili] n.智利（南美洲国家）

11 i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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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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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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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snow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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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drought 5 [draut] n.干旱；缺乏 n.(Drought)人名；(英)德劳特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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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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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years 5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19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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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rea 4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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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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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reservoir 4 ['rezəvwɑ:] n.水库；蓄水池

24 someth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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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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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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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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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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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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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gos 3 ['leigɔs; 'lɑ:gəs] n.拉各斯（尼日利亚的首都）

32 les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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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Mountains 3 ['mauntins] n.山脉；[地理]山区；山岳（mountain的复数）

34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35 pe 3 [pei] abbr.体育课，体能训练（physicaleducation） n.(Pe)人名；(缅)佩

36 period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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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rai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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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researchers 3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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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UEL 3 =upper explosive limit 爆炸上限

40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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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Valparaiso 3 [,vælpə'raisəu] n.瓦尔帕莱索（智利中西部港市）

42 ve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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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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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will 3 [wɪl] n.意志；决心；情感；遗嘱；意图；心愿 vt.决心要；遗赠；用意志力使 vi.愿意；下决心 aux.将；愿意；必须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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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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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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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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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es 2 ['ændi:z] n.安第斯山脉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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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beg 2 [beg] vt.乞讨；恳求；回避正题 vi.乞讨；请求 n.(Beg)人名；(德、塞、巴基)贝格

53 central 2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54 conditions 2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55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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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overed 2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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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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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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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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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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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kee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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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lake 2 [leik] n.湖；深红色颜料；胭脂红 vt.（使）血球溶解 vi.（使）血球溶解 n.(Lake)人名；(德、塞、瑞典)拉克；(英)莱克

64 layers 2 ['leɪəs] n. 层 名词layer的复数形式.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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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melting 2 ['meltiŋ] adj.融化的；溶解的；动人的；感伤的 v.融化（melt的ing形式）

67 norma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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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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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once 2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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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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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puddle 2 ['pʌdl] n.水坑，泥潭；胶土（由粘土与水和成，不透水） vt.使泥泞，搅浑；把…捣制成胶土；搅炼；用胶土填塞 vi.搅
泥浆；在水坑中嬉戏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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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74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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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5 source 2 [sɔ:s] n.来源；水源；原始资料 n.(Source)人名；(法)苏尔斯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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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stud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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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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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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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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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82 us 2 pron.我们

83 weather 2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的；
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84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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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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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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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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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1 affecting 1 [ə'fektiŋ] adj.动人的；感人的 v.影响（affect的ing形式）；感动

92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93 Alexander 1 [,ælig'za:ndə] n.亚历山大（男子名）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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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allows 1 [ə'laʊz] 允许

96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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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amanda 1 [ə'mændə] n.阿曼达（女子名）

99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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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102 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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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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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bed 1 [bed] n.床；基础；河底，海底 vt.使睡觉；安置，嵌入；栽种 vi.上床；分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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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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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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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brings 1 [brɪŋz] v. 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劝诱（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12 builds 1 [bɪld] v. 建造；开发；创建；逐渐增强 n. 体格；身材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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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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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capit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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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carrasco 1 n. 卡拉斯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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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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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ristie 1 ['kristi] n.克里斯蒂（姓氏）；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旧称

121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22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123 climatology 1 [,klaimə'tɔlədʒi] n.[气候]气候学；风土学

124 co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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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colder 1 英 [kəʊdə] 美 [koʊdə] adj. 更冷的 形容词cold的比较级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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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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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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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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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133 dense 1 [dens] adj.稠密的；浓厚的；愚钝的

134 disputes 1 [dɪ'spju tː] v. 争论；辩驳；争议；质疑 n. 争论；争端；争吵

135 dried 1 [draid] adj.干燥的；弄干了的 v.使干（原形是dry）

136 drier 1 n.干燥机；干燥剂；吹风机 dry的比较级

137 dries 1 [draɪz] dry的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时

138 drying 1 ['draiiŋ] n.干燥 v.把…弄干（dry的ing形式）

139 Duncan 1 ['dʌŋkən] n.邓肯（姓氏）

140 earth 1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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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engineer 1 [,endʒi'niə] n.工程师；工兵；火车司机 vt.设计；策划；精明地处理 vi.设计；建造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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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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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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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147 farming 1 ['fɑ:miŋ] n.农业，耕作 v.耕种；出租（farm的ing形式）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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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50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151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52 gas 1 [gæs] n.气体；[矿业]瓦斯；汽油；毒气 vt.加油；毒（死） vi.加油；放出气体；空谈 n.(Ga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加斯

153 gasoline 1 ['gæsəli:n] n.汽油

154 gasses 1 [ɡæs] n. 煤气；气体；汽油；空话 vt. 使吸入毒气；毒(死)；给 ... 加汽油 vi. 空谈；加汽油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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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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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Greater 1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
158 Gregory 1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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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Gutierrez 1 n.古铁雷斯（人名）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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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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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heat 1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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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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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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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69 industries 1 ['ɪndəstri] n. 工业；产业；行业；勤勉；勤劳

170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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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ill 1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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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Jose 1 n.约瑟（人名）

174 journal 1 ['dʒə:nəl] n.日报，杂志；日记；分类账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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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layer 1 n.层，层次；膜；[植]压条；放置者，计划者 vt.把…分层堆放；借助压条法；生根繁殖；将（头发）剪成不同层次 vi.
形成或分成层次；[植]通过压条法而生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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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limits 1 ['lɪmɪts] n.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.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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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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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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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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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184 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185 Luis 1 ['luis] n.路易斯（人名）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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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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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89 mathematical 1 [,mæθi'mætikəl] adj.数学的，数学上的；精确的

190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191 meltwater 1 ['melt,wɔ:tə] n.冰雪融化成的水；熔融液

192 Miguel 1 [mi'gel] n.米格尔（男子名）

193 mining 1 ['mainiŋ] n.矿业；采矿

194 models 1 ['mɒdlz] n. 模范；模特儿；模型（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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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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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Murillo 1 穆里约（地名）（玻利维亚、哥伦比亚） 穆里洛（人名） 缪里洛（地名）（加拿大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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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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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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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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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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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3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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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206 n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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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
208 ocean 1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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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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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213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14 pacific 1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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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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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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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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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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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predict 1 [pri'dikt] vt.预报，预言；预知 vi.作出预言；作预料，作预报

221 prediction 1 [pri'dikʃən] n.预报；预言

222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223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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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226 published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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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8 rainfall 1 ['reinfɔ:l] n.降雨；降雨量

229 ration 1 ['ræʃən, 'rei-] vt.配给；定量供应 n.定量；口粮；配给量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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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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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34 Robbins 1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
235 rodrigo 1 n.罗德里戈（歌曲名称）

236 Santiago 1 [,sænti:'eigəu] n.圣地亚哥（智利首都）

237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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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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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241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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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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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sm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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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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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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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249 specialist 1 ['speʃəlist] n.专家；专门医师 adj.专家的；专业的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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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spring 1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252 stachel 1 n. 施塔赫尔

253 starts 1 [s'tɑ tːs] v. 开始；启动；开创（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开始；开创（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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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straight 1 adj.直的；连续的；笔直的；正直的；整齐的；异性恋的 adv.直接地；不断地；立即；坦率地 n.直；直线；直男，直
女，异性恋者 n.(Straight)人名；(英)斯特雷特

256 sublimation 1 [,sʌbli'meiʃən] n.[物]升华，[心理]升华作用；高尚化；升华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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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59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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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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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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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temperatures 1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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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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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267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(英)特沃德

268 trapping 1 ['træpɪŋ] n. 诱捕 （复数）trappings: 装饰物； 象征的符号. 动词trap的现在分词.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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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turning 1 ['tə:niŋ] n.转向；旋转；回转；转弯处 v.旋转（turn的ing形式）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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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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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274 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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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vapor 1 ['veipə] n.蒸汽；烟雾 vt.使……蒸发；使……汽化 vi.蒸发；吹牛；沮丧

276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277 villegas 1 比列加斯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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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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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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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282 warned 1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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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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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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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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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88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89 winter 1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
温特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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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1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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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