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7-30 [As It Is] Fishing Ships Find Safe Haven in Cameroon 词词
汇表汇表

1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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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cess 1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
3 account 2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
4 accounts 1 [ə'kaʊnts] n. 帐目；叙述；账户；客户，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.

5 accusations 1 n.指责( accusation的名词复数 ); 指控; 控告; （被告发、控告的）罪名

6 accused 1 [ə'kju:zd] n.被告 adj.被控告的 v.指责；控告（accuse的过去式）

7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8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9 Acts 1 [ækts] abbr.声控遥测系统（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）；声控制与遥测系统（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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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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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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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frica 2 ['æfrikə] n.非洲

14 African 5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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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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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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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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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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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long 2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21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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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4 anchovy 1 ['æntʃəvi] n.凤尾鱼；鳀鱼

25 and 1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6 another 1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27 ap 4 abbr.美国联合通讯社（AssociatedPress）；空气污染（AirPollution）；大气规划（AirProgram）；汇编程序
（AssemblyProgram） n.(Ap)人名；(中)鸭(广东话·威妥玛)

28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9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30 ar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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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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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rrangements 1 [ə'rendʒmənts] n. 安排；布置；准备 名词arrangement的复数形式.

33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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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ssociated 3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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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 Atlantic 2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
37 avoid 2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38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39 ban 1 [bæn] vt.禁止，取缔 n.禁令，禁忌 n.(Ban)人名；(日)蕃(名)；(缅、老、柬)班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万；(法)邦；(中)饼(广东
话·威妥玛)；(德、塞、罗、阿拉伯)巴恩；(英)班恩

40 based 3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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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2 Beatrice 1 ['biətris; 'bi:tris] n.比阿特丽斯（女子名）；碧翠斯（女子名）

43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44 behavior 1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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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elgium 1 ['beldʒəm] n.比利时（西欧国家，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）

47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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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 boat 3 [bəut] n.小船；轮船 vi.划船

50 boats 13 英 [bəʊt] 美 [boʊt] n. 船；船型物 v. 划船；放于船上；乘船

51 box 3 [bɔks] n.箱，盒子；包厢；一拳 vi.拳击 vt.拳击；装…入盒中；打耳光 n.(Box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博克斯

52 Britain 2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53 budge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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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55 businesses 2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56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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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by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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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alled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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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60 Cameroon 14 [,kæmə'ru:n; 'kæm-] n.喀麦隆（西非国名）

61 Cameroonian 3 [kæmə'ru:niən] adj.喀麦隆的 n.喀麦隆人

62 can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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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ard 2 [kɑ:d] n.卡片；纸牌；明信片 vt.记于卡片上 n.(Card)人名；(英)卡德

64 Caribbean 1 [kæri'bi(:)ən] adj.加勒比人的；加勒比海的；加勒比语的 n.加勒比海

65 catching 2 ['kætʃiŋ] adj.传染性的；有魅力的 v.抓住（catch的ing形式）

66 caught 2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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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hanged 2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9 changes 2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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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cheap 2 [tʃi:p] adj.便宜的；小气的；不值钱的 adv.便宜地

72 circle 1 ['sə:kl] n.循环，周期；圆；圈子；圆形物 vi.盘旋，旋转；环行 vt.画圆圈；环绕…移动

73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74 click 1 [klik] vt.点击；使发咔哒声 vi.作咔哒声 n.单击；滴答声

75 coalition 1 [,kəuə'liʃən] n.联合；结合，合并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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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comment 4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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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commission 3 [kə'miʃən] n.委员会；佣金；犯；委任；委任状 vt.委任；使服役；委托制作

80 companies 4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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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conceal 1 [kən'si:l] vt.隐藏；隐瞒

83 concealed 2 [kən'siː ld] adj. 隐藏的；隐蔽的 动词concea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84 concern 2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
85 connection 1 n.连接；关系；人脉；连接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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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connections 1 [kə'nektʃənz] n. 连接点 名词connection的复数形式.

87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
88 contract 1 ['kɔntrækt, kən'trækt] vi.收缩；感染；订约 vt.感染；订约；使缩短 n.合同；婚约

89 controlled 1 [kən'trəuld] adj.受控制的；受约束的；克制的 v.控制；约束（control的过去式）；指挥

90 convenience 4 [kən'vi:njəns] n.便利；厕所；便利的事物

91 corruption 1 [kə'rʌpʃən] n.贪污，腐败；堕落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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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costly 1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
94 countries 5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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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97 cyprus 1 ['saiprəs] n.塞浦路斯（地中海东部一岛）

98 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99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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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daudu 3 多迪

102 depend 1 [di'pend] vi.依赖，依靠；取决于；相信，信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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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d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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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documented 1 ['dɒkjʊməntɪd] adj. 备有证明文件的；有执照的 动词docum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06 documents 1 英 ['dɒkjumənt] 美 ['dɑːkjumənt] n. 文件；公文；文档 vt. 记载；(用文件等)证明

107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08 don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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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9 dorothy 1 ['dɔrəθi] n.桃乐茜（女子名）

110 Douala 1 [du(:)'a:lə] n.杜阿拉（喀麦隆西部港市）

111 dropped 1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
112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113 easy 3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114 eaten 1 [英 [ˈi:tn] 美 [ˈitn] v.吃（eat的过去分词）

115 English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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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enter 1 ['entə] vt.进入；开始；参加 vi.参加，登场；进去 n.[计]输入；回车 n.(Enter)人名；(英)恩特

117 entering 1 ['entəriŋ] v.进入（enter的ing形式）；录入；键入

118 environmental 2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119 error 1 ['erə] n.误差；错误；过失

120 eu 1 abbr.欧盟（EuropeanUnion）；能量单位（EnergyUnit）；熵的单位（EntropyUnit）；等效单位（EquivalentUnit） n.(Eu)人
名；(中)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尤

121 Europe 2 ['juərəp] n.欧洲

122 European 7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123 eve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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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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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fair 1 [fεə] adj.公平的；美丽的，白皙的；[气象]晴朗的 adv.公平地；直接地；清楚地 vi.转晴 n.展览会；市集；美人 n.(Fair)人
名；(英、芬)费尔

126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127 find 3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28 fish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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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fisher 1 ['fiʃə] n.渔夫；渔船；食鱼貂 n.(Fisher)人名；(法、俄、丹、德、瑞典、吉尔)菲舍尔；(英)费希尔

130 fisheries 3 ['fɪʃəri] n. 渔场；渔业

131 fisherman 1 ['fiʃəmən] n.渔夫；渔人

132 fishermen 1 ['fɪʃəmən] n. 渔夫；渔船 名词fisherman的复数形式.

133 fishing 1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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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4 flag 7 [flæg] vi.标记；衰退；枯萎 vt.标记；插旗 n.标志；旗子

135 flags 5 [f'læɡz] n. 旗帜；标志 名词flag的复数形式.

136 fleet 2 [fli:t] adj.快速的，敏捷的 n.舰队；港湾；小河 vi.飞逝；疾驰；掠过 vt.消磨 n.(Fleet)人名；(英)弗利特

137 flies 2 [flaiz] n.苍蝇（fly的复数）；舞台上空，吊景区；裤子前面的开口 v.飞行；时间飞逝；乘飞机；飘动（fly的第三人称单
数）

138 follow 4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139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140 food 3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41 for 1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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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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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foundation 1 [faun'deiʃən] n.基础；地基；基金会；根据；创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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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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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148 from 10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49 Georgia 1 ['dʒɔ:dʒjə] n.乔治亚州；格鲁吉亚（前苏联加盟共和国）；乔治娅（女子名）

150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51 goo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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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google 1 [gu:gl] 谷歌；谷歌搜索引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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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Grenadines 1 [,grenə'di:nz] n.格林纳丁斯群岛（位于西印度洋）

155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56 groups 2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157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158 gundy 1 n. 冈迪

159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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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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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harder 1 [ha:də] adj.更难的；更努力的；更坚固的（hard的比较级） n.(Har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哈德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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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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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haven 1 ['heivən] n.港口；避难所，安息所 vt.为……提供避难处；安置……于港中 n.(Haven)人名；(英)黑文

165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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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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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168 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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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9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70 hidden 1 ['hidən] adj.隐藏的 v.隐藏，躲藏（hide的过去分词） n.(Hidden)人名；(英)希登

171 hide 1 [haid] vt.隐藏；隐瞒；鞭打 vi.隐藏 n.躲藏；兽皮；躲藏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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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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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however 2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175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176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177 ideas 1 观念

178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79 illegal 5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
180 image 1 ['imidʒ] n.影像；想象；肖像；偶像 vt.想象；反映；象征；作…的像 n.(Image)人名；(法)伊马热

181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182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83 in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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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84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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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187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88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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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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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investigators 1 [ɪn'vestɪɡeɪtəz] 侦查人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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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issue 1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
194 issued 1 ['ɪʃu ]ː n. 议题；问题；期刊号；一次发行额；发行；<律>子女 v. 发表；公布；正式发给；发行；流出

195 it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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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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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198 julien 1 n.于连（男子名）；朱利安（女子名）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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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justice 1 ['dʒʌstis] n.司法，法律制裁；正义；法官，审判员 n.(Justice)人名；(英)贾斯蒂斯，贾斯蒂丝(女名)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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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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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king 1 [英[kɪŋ] 美[kɪŋ]] n.国王；最有势力者；王棋 vi.统治；做国王 vt.立…为王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，最大的 n.(King)人名；
(德、英、葡、捷、西)金；(中)金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京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京

204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205 larg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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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207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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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209 Latvia 1 ['lætviə] n.拉脱维亚

210 la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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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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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legally 4 ['li:gəli] adv.合法地；法律上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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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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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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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link 1 [liŋk] n.[计]链环，环节；联系，关系 vt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，结合 vi.连接起来；联系在一起；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.
(Li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塞、捷、匈、瑞典)林克

217 linked 1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
218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219 loc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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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login 1 英 ['lɒɡɪn] 美 ['lɔː ɡɪn] n. 登录；注册

221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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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2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223 loophole 2 ['lu:phəul] n.漏洞；枪眼；换气孔；射弹孔

224 loopholes 2 ['luːphəʊlz] 漏洞

225 lo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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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mackerel 1 ['mækrəl] n.鲭（产于北大西洋）；马鲛鱼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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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makes 3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229 Malta 1 ['mɔ:ltə] n.马尔他（欧洲岛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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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markets 1 英 ['mɑːkɪt] 美 ['mɑ rːkɪt] n. 市场；集市 v. 销售；推销；买卖

232 Maurice 1 [mɔ:'ri:s] n.莫里斯（男人名）

233 Mauritania 1 [,mɔri'teiniə] n.毛里塔尼亚（西非国家，首都努瓦克肖特）

234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235 meal 1 [mi:l] n.一餐，一顿饭；膳食 vi.进餐

236 media 2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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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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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ministries 1 ['mɪnɪstri] n. (政府的)部；内阁；(全体)牧师

240 ministry 1 ['ministri] n.（政府的）部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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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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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244 moves 1 [muːv] n.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.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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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247 names 1 [neɪmz] n.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.

248 nation 3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249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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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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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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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newly 1 ['nju:li] adv.最近；重新；以新的方式

254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55 Nigeria 1 [nai'dʒiəriə] n.尼日利亚（位于非洲）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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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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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notes 1 英 [nəʊt] 美 [noʊt] n. 笔记；便条；纸币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音调 vt. 注意；记录；注解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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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obeying 1 [ə'beɪ] v. 服从；遵守；顺从；听从

261 observers 1 [əb'zɜːvəz] 观测器

262 occurrence 1 [ə'kə:rəns, -'kʌ-] n.发生；出现；事件；发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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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of 3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65 official 2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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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oil 1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268 O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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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270 on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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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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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or 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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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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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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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ov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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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overfished 1 英 ['əʊvə'fɪʃ] 美 [ˌoʊvə'fɪʃ] v. 过度捕捞

278 oversee 1 [,əuvə'si:] vt.监督；审查；俯瞰；偷看到，无意中看到

279 overseeing 1 英 [ˌəʊvə'siː ] 美 [ˌoʊvər'siː ] vt. 监督；监管；监视

280 oversees 2 英 [ˌəʊvə'siː ] 美 [ˌoʊvər'siː ] vt. 监督；监管；监视

281 oversight 2 ['əuvəsait] n.监督，照管；疏忽

282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283 owned 4 [əund] v.拥有；承认（own的过去分词） adj.自身拥有的

284 owners 1 ['əʊnəz] 业主

285 parliament 1 ['pɑ:ləmənt] n.议会，国会

286 past 2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287 Paul 1 [pɔ:l] n.保罗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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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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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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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92 possible 2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293 practice 1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294 practices 1 ['præktɪs] n. 练习；实行；习惯；业务 v. 练习；实践；开业；执业

295 pres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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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problem 2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297 publication 1 [,pʌbli'keiʃən] n.出版；出版物；发表

298 pulls 1 [pʊl] v. 拉；拖；牵；拔；吸引 n. 拉；拉力；引力；划船；影响力

299 put 2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300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301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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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quietly 1 ['kwaiətli] adv.安静地；秘密地；平稳地

303 re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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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305 recognizes 1 ['rekəɡnaɪz] vt. 承认；认出；意识到；表示感激；识别

306 red 1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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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308 registered 5 ['redʒistəd] adj.注册的；记名的；登记过的；（家畜等）附有血统证明的

309 registration 1 [,redʒi'streiʃən] n.登记；注册；挂号

310 registrations 1 n.登记( registration的名词复数 ); 登记项目; 登记（或注册、挂号）人数; <音>（管风琴）音栓配合（法）

311 regulation 2 [,regju'leiʃən] n.管理；规则；校准 adj.规定的；平常的

312 regulations 1 [reɡjʊ'leɪʃnz] n. 规程；条例 名词regulation的复数形式.

313 regulator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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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314 replies 1 [rɪ'plaɪ] v. 回答；答复；回应 n. 回答；答复

315 rep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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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
317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318 representative 1 [,repri'zentətiv] adj.典型的，有代表性的；代议制的 n.代表；典型；众议员

319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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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322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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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rul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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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rule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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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6 run 1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
327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人名；(英)朗宁

328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329 said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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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sailed 1 v.航行（sail的过去分词） adj.已开航的

331 sardines 2 英 [ˌsɑ 'ːdiː n] 美 [ˌsɑ rː'diː n] n. 沙丁鱼

332 say 2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333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34 scandal 2 ['skændəl] n.丑闻；流言蜚语；诽谤；公愤

335 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336 se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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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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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
339 senegal 1 [,senə'gɔ:l] n.塞内加尔（非洲国家）

340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341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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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43 Sheffield 1 ['ʃefi:ld] n.谢菲尔德（英国城市）

344 shipping 1 ['ʃipiŋ] n.[船]船舶，船舶吨数；海运；运送 v.运送，乘船（ship的ing形式） n.(Shipping)人名；(英)希平

345 ships 13 [ʃɪps] n.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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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6 shocked 1 adj. 震惊的 动词sho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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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show 3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349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350 sight 1 [sait] n.视力；景象；眼界；见解 vt.看见；瞄准 vi.瞄准；观看 adj.见票即付的；即席的

351 Simeon 1 n.西米恩（男子名）；西面（圣经中的人物）

352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353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354 slip 2 [slip] vi.滑动；滑倒；犯错；失足；减退 vt.使滑动；滑过；摆脱；塞入；闪开 n.滑，滑倒；片，纸片；错误；下跌；事故
adj.滑动的；有活结的；活络的 abbr.串行线路接口协议，是旧式的协议（SerialLineInterfaceProtocol） n.(Slip)人名；(芬)斯利
普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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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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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social 2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358 som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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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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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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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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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soviet 1 ['sauviət, 'sɔ-] adj.苏联的；苏维埃的；委员会的 n.苏维埃（代表会议）；委员会；代表会议

364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365 stayed 1 [steɪ] v. 停留；逗留；保持 n. 停留；逗留

366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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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369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370 stud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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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system 3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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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that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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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the 9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75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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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377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378 they 9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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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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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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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to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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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84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385 tons 1 [tʌnz] ad. [口]极其；非常

386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87 Trondheim 5 ['trɔndhaim; 'trɔ:nheim] n.特隆赫姆（挪威中部港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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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8 truly 1 ['tru:li] adv.真实地，不假；真诚地 n.(Truly)人名；(英)特鲁利

389 truthful 1 ['tru:θful] adj.真实的；诚实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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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1 twitter 1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
392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93 under 2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394 union 2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395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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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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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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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useful 1 ['ju:sful] adj.有用的，有益的；有帮助的

400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401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402 vehicles 1 ['viː ɪklz] n. 交通工具；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.

403 Vincent 1 ['vinsənt] n.文森特（男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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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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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warning 1 ['wɔ:niŋ] n.警告；预兆；预告 adj.警告的；引以为戒的 v.警告（warn的ing形式） n.(Warning)人名；(德)瓦宁

407 warnings 1 n. 警告信息（warning的复数形式）

408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409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
410 Waters 2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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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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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well 3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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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west 2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4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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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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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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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420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421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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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4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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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4 work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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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5 work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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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6 works 4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427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428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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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written 2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
4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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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2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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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3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434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4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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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6 you 8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437 your 4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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