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8-21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Endangered South African
Penguins Driven Away by Shipping Nois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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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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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of 1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and 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6 study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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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8 noise 7 [nɔiz] n.[环境]噪音；响声；杂音 vt.谣传 vi.发出声音；大声议论 n.(Noise)人名；(英)诺伊斯

9 penguins 7 n. 企鹅；空军的行政人员；大海雀（penguin的复数）

10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 refueling 6 [riː f'juːəlɪŋ] n. 加燃料；加油 动词refuel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2 activities 5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13 animals 5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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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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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south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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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t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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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frica 4 ['æfrikə] n.非洲

19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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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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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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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environment 4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24 found 4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25 marine 4 [mə'ri:n] adj.船舶的；海生的；海产的；航海的，海运的 n.海运业；舰队；水兵；（海军）士兵或军官 n.(Marine)人名；
(西)马里内；(英)马林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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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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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ship 4 [ʃip] vt.运送，乘船；以船运送 vi.上船；乘船旅行；当船员 n.船；舰；太空船 n.(Ship)人名；(中)摄(广东话·威妥玛)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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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1 African 3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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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ay 3 [bei] n.海湾；狗吠声 vt.向…吠叫 vi.吠叫；大声叫嚷 n.(Bay)人名；(越)七；(英、老)贝；(德、意、罗、捷、土、丹)巴伊；
(匈)鲍伊；(瑞典)巴伊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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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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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37 pichegru 3 皮舍格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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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reuters 3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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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0 since 3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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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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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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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already 2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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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48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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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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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ope 2 [kəup] vi.处理；对付；竞争 n.长袍 n.(Cope)人名；(英)科普；(西)科佩

52 Croix 2 n.(Croix)人名；(英、法)克鲁瓦

53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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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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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ecology 2 [i:'kɔlədʒi] n.生态学；社会生态学

58 endangered 2 [in'deindʒəd] adj.濒临灭绝的；有生命危险的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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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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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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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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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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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island 2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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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levels 2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67 license 2 ['laisəns] n.执照，许可证；特许 vt.许可；特许；发许可证给

68 licenses 2 ['laɪsns] n. 许可证；执照；特许 vt. 发许可证给；特许

69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70 Mandela 2 曼德拉（人名）

71 Nelson 2 ['nelsən] n.压住对方头部或颈后及一臂或二臂的手法 n.(Nelson)人名；(英、俄)纳尔逊；(德、西、葡、瑞典)内尔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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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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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oil 2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75 operations 2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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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pairs 2 ['peəz] n. 对，双，副（名词pair的复数） v. (使)成对（动词pair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78 reproduce 2 [,ri:prə'dju:s] vt.复制；再生；生殖；使…在脑海中重现 vi.复制；繁殖

79 retur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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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shipp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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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ships 2 [ʃɪps] n.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.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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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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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st 2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84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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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86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87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88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89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90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91 accoun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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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acting 1 ['æktiŋ] adj.代理的；装腔作势的 n.演技；演戏；假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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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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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Aegean 1 [i:'dʒi:ən] adj.爱琴海的 n.爱琴海（地中海的一部分）

96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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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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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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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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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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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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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August 1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104 authority 1 [ɔ:'θɔrəti] n.权威；权力；当局

105 awarded 1 英 [ə'wɔː d] 美 [ə'wɔː 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106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07 banned 1 [bæn] v. 禁止；剥夺权利 n. 禁令；禁止

108 beach 1 [bi:tʃ] n.海滩；湖滨 vt.将…拖上岸 vi.搁浅；定居 n.(Beach)人名；(英)比奇

109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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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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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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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birds 1 ['bɜːdz] n. 鸟，鸟类；禽（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）

114 breed 1 [bri:d] vi.繁殖；饲养；产生 vt.繁殖；饲养；养育，教育；引起 n.[生物]品种；种类，类型 n.(Breed)人名；(英)布里德

115 breeding 1 ['bri:diŋ] n.繁殖；饲养；教养；再生 v.生产；培育；使…繁殖（breed的ing形式） n.(Breeding)人名；(英)布里丁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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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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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catch 1 [kætʃ] vt.赶上；抓住；感染；了解 vi.赶上；抓住 n.捕捉；捕获物；窗钩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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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coastal 1 ['kəustəl] adj.沿海的；海岸的

121 colony 1 n.殖民地；移民队；种群；动物栖息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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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communicate 1 vi.通讯，传达；相通；交流；感染 vt.传达；感染；显露

124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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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6 counting 1 ['kaʊntɪŋ] n. 计算

127 countr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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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28 covere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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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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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dead 1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
131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
西)迪尔

132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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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document 1 n.文件，公文；[计]文档；证件 vt.记录，记载

135 doubled 1 ['dʌbld] adj. 两倍的；快步走的；加倍努力的 动词doub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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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138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139 escape 1 vt.逃避，避开，避免；被忘掉；被忽视 vi.逃脱；避开；溜走；（气体，液体等）漏出；（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
而）逃脱；声音（不自觉地）由…发出 n.逃跑；逃亡；逃走；逃跑工具或方法；野生种；泄漏

140 estimate 1 ['estimeit] vi.估计，估价 n.估计，估价；判断，看法 vt.估计，估量；判断，评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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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143 explore 1 [ik'splɔ:] vt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 vi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

144 fin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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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fis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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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6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47 fuels 1 [fjʊəlz] n. 燃料 名词fuel的复数形式.

148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149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150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151 halt 1 [hɔ:lt] vi.停止；立定；踌躇，犹豫 n.停止；立定；休息 vt.使停止；使立定 n.(Halt)人名；(德、芬)哈尔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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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154 heron 1 ['herən] n.鹭，苍鹭；深紫灰 n.(Heron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伦；(葡)埃龙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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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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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identification 1 [ai,dentifi'keiʃən] n.鉴定，识别；认同；身份证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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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industrial 1 [in'dʌstriəl] adj.工业的，产业的；从事工业的；供工业用的；来自勤劳的 n.工业股票；工业工人

160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161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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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kill 1 [kil] vt.杀死；扼杀；使终止；抵消 vi.杀死 n.杀戮；屠杀 adj.致命的；致死的 n.(Kill)人名；(德)基尔

164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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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
167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68 lifted 1 [lɪft] vt. 举起；运送；偷窃；升高；还清；取消 vi. 提升 n. 举起；提升；电梯；搭便车；帮助；载货量；扒窃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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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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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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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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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173 map 1 [mæp] vt.映射；计划；绘制地图；确定基因在染色体中的位置 n.地图；示意图；染色体图 vi.基因被安置 n.(Map)人名；
(法)马普

174 maritime 1 ['mæritaim] adj.海的；海事的；沿海的；海员的

175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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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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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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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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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noisy 1 adj..嘈杂的；喧闹的；聒噪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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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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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offshore 1 ['ɔf'ʃɔ:, 'ɔ:-] adj.离岸的；[海洋]近海的；吹向海面的 adv.向海面，向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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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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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operating 1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
189 operator 1 ['ɔpəreitə] n.经营者；操作员；话务员；行家

190 o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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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192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193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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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passing 1 ['pɑ:siŋ, 'pæs-] adj.经过的；目前的；及格的；短暂的 n.经过；及格；流逝；去世 adv.非常 v.通过；及格；许可；传送
（pass的ing形式） n.(Passing)人名；(德)帕辛

196 paths 1 [pæθis] n.路径（path的复数）

197 penguin 1 ['peŋgwin] n.企鹅；空军地勤人员

198 permission 1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
199 permitting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200 pl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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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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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204 port 1 [pɔ:t, pəut] n.港口，口岸；（计算机的）端口；左舷；舱门 vi.转向左舷 vt.持（枪）；左转舵 n.(Port)人名；(英)波特；(法)
波尔；(德、俄、匈、捷)波尔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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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07 refuel 1 [,ri:'fjuəl] vt.补给燃料 vi.重新得到燃料

208 relationship 1 [ri'leiʃənʃip] n.关系；关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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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re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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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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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reproducing 1 [ˌreprə'djuːsɪŋ] n. 再制造；再生；复制 动词re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13 request 1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
214 researc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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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15 researchers 1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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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Sa 1 abbr. 救世军(=Salvation Army) abbr. 南非(=South Africa)

217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218 samsa 1 萨姆萨

219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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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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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223 seabird 1 ['si:,bə:d] n.[鸟]海鸟（如海鸥，等于seafowl）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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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226 sharply 1 ['ʃa:pli]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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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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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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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spill 1 [spil] vt.使溢出，使流出；使摔下 vi.溢出，流出；摔下；涌流 n.溢出，溅出；溢出量；摔下；小塞子 n.(Spill)人名；(德)
施皮尔

231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2 struggling 1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
233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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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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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237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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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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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tip 1 vi.给小费；翻倒；倾覆 vt.给小费；倾斜；翻倒；装顶端 n.小费；尖端；小建议，小窍门；轻拍

241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42 tools 1 [tu lː] n. 工具，用具（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）；器具

243 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
244 traffic 1 ['træfik] n.交通；运输；贸易；[通信]通信量 vt.用…作交换；在…通行 vi.交易，买卖

245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246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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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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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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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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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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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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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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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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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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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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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7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58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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