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9-04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Little Sea Creature Could Play
Big Part in Saving Coastal Lan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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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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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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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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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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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gencies 2 ['eɪdʒənsi] n. 代理；代理处；政府机构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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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ims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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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long 4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12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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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5 and 1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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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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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19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20 a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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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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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rgyll 1 [ɑ:'gail, 'ɑ:-] n.多色菱形花纹（等于argyle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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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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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 attached 2 [ə'tætʃt] adj.附加的；依恋的，充满爱心的 v.附上（attach的过去分词）

28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9 baby 2 ['beibi] n.婴儿，婴孩；孩子气的人 vt.纵容，娇纵；把……当婴儿般对待 adj.婴儿的；幼小的 n.(Baby)人名；(法、葡)巴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
30 back 2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后
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31 bags 3 n.[包装]包（bag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装入袋中（ba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2 Barnegat 1 n. 巴尼加特(在美国；西经 74º14' 北纬 39º45')

33 bars 1 [bɑːz] n. 马齿龈 名词bar的复数形式.

34 bay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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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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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each 8 [bi:tʃ] n.海滩；湖滨 vt.将…拖上岸 vi.搁浅；定居 n.(Beach)人名；(英)比奇

37 beautiful 1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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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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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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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benefit 2 n.利益，好处；救济金 vt.有益于，对…有益 vi.受益，得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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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bett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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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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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big 2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45 billions 1 ['bɪljənz] n.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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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blew 1 [blu:] blow的过去式

48 box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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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bri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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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building 3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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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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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age 1 [keidʒ] n.笼，兽笼；牢房，监狱 vt.把…关进笼子；把…囚禁起来 n.(Cage)人名；(法)卡热；(英)凯奇

54 cages 1 [keɪdʒ] n. 笼子；监狱；笼状结构 vt. 关入笼中

55 call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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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almer 1 [kɑːm] adj. 平静的；冷静的 v. (使)平静；(使)镇静 n. 镇定；平静；平稳

57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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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arried 1 ['kærid] adj.被运的；入神的；忘我的 v.保持（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搬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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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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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hesapeake 1 ['tʃesəpi:k] n.切萨皮克（美国城市）

62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63 claimed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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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coastal 3 ['kəustəl] adj.沿海的；海岸的

66 colonies 2 英 ['kɒləni] 美 ['kɑ lːəni] n. 殖民地；侨居地；侨民；聚居(地)；群体；菌落

67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68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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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containers 1 [kən'teɪnəs] n.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.

71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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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3 creature 1 ['kri:tʃə] n.动物，生物；人；创造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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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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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damaging 1 ['dæmidʒiŋ] adj.有破坏性的，损害的；诽谤的 v.破坏（damag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；损害

78 day 2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79 dealing 2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80 Delaware 1 ['deləwɛə] n.特拉华州（位于美国东部）

81 denise 1 [də'ni:s; -ni:z] n.丹尼诗（化妆品品牌）

82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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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destroyed 2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
85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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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86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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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8 duggan 1 n. 达根

89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90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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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edge 1 [edʒ] n.边缘；优势；刀刃；锋利 vt.使锐利；将…开刃；给…加上边 vi.缓缓移动；侧着移动 n.(Edge)人名；(英)埃奇

93 Edinburgh 1 ['edinbərə] n.爱丁堡（英国城市名）

94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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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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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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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
99 existence 1 [ig'zistəns] n.存在，实在；生存，生活；存在物，实在物

100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101 experiences 1 英 [ɪk'spɪəriəns] 美 [ɪk'spɪriəns] n. 经验；经历 v. 经历；体验；感受

102 extend 1 [ik'stend] vt.延伸；扩大；推广；伸出；给予；使竭尽全力；对…估价 vi.延伸；扩大；伸展；使疏开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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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few 2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105 fill 1 [fil] vt.装满，使充满；满足；堵塞；任职 vi.被充满，膨胀 n.满足；填满的量；装填物 n.(Fill)人名；(德、俄、匈)菲尔

106 filling 1 ['filiŋ] n.填充；填料 v.填满；遍及（fill的ing形式） n.(Filling)人名；(瑞典)菲林

107 filter 1 [filtə] vi.滤过；渗入；慢慢传开 n.滤波器；[化工]过滤器；筛选；滤光器 vt.过滤；渗透；用过滤法除去 n.(Filter)人名；
(德)菲尔特

108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109 for 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10 force 2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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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further 1 ['fə:ðə] adv.进一步地；而且；更远地 adj.更远的；深一层的 vt.促进，助长；增进

113 gently 1 ['dʒentli] adv.轻轻地；温柔地，温和地

114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115 gone 2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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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gorda 1 戈尔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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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120 group 4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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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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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3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24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25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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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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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ha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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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29 help 2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130 helpful 1 ['helpful] adj.有帮助的；有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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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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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2 hitting 1 [hɪtɪŋ] n. 命中 动词h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33 home 3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134 house 1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135 houses 1 ['hauziz] n.住宅；家园；洋房（house的复数）；房子的总称

136 hundred 1 ['hʌndrəd] n.一百；许多 adj.一百的；许多的 num.百；百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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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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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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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
141 in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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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2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43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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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5 island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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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i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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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48 jack 1 [dʒæk] n.千斤顶；[电]插座；男人 vt.增加；提醒；抬起；用千斤顶顶起某物 adj.雄的

149 jersey 2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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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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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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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kilograms 1 ['kɪləgræm] 千克； 公斤

155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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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la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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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lands 1 [lændz] n. 平原；土地 名词land的复数形式.

159 la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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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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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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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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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64 Lewes 1 ['lju:is] n.刘易斯（英格兰东南部城市）；刘易斯（名字，英国哲学家）

165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66 liters 1 ['lɪtərz] 公升

167 litt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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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littoral 2 ['litərəl] adj.沿海的；海滨的 n.沿海地区（等于litora）

169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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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liv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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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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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173 longtime 1 ['lɔŋtaim, 'lɔ:ŋ-] adj.长时间的；为时甚久的 adv.长久地

174 losing 1 ['lu:ziŋ] n.损失；失败 adj.输的；失败的；导致失败的 v.失去；损失（lose的ing形式）；错过

175 lost 4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176 loved 1 [lʌvd] v.热爱（lov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恋爱的；受珍爱的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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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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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80 Maryland 1 ['mεərilænd] n.马里兰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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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metal 1 ['metəl] n.金属；合金 vt.以金属覆盖 adj.金属制的 n.(Metal)人名；(捷)梅塔尔；(瑞典)梅塔尔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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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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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186 Mordecai 2 [,mɔ:də'keiai; 'mɔ:dəkai] n.末底改（基督教《圣经》故事人物）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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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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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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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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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near 5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194 neighborhood 1 n.附近；街坊；接近；街区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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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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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northeast 1 [,nɔ:θ'i:st] adj.东北的；向东北的；来自东北的 n.东北 adv.向东北；来自东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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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nothing 1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
200 ocean 4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201 of 2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02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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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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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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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onto 1 ['ɔntu, -tə] prep.在…之上；对…了解；映射到…上 adj.映射的；自身的；映成的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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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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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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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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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oyster 4 ['ɔistə] n.牡蛎，[无脊椎]蚝；沉默寡言的人

211 oysters 14 ['ɔistəz] n.[无脊椎]牡蛎，[无脊椎]蚝（oyster的复数形式）

212 park 1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
213 parry 1 ['pæri] n.回避；挡开；闪避的回答 vt.回避；挡开 vi.回避；阻挡 n.(Parry)人名；(英、法)帕里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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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partnership 1 ['pɑ:tnəʃip] n.合伙；[经管]合伙企业；合作关系；合伙契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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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217 peace 1 [pi:s] n.和平；平静；和睦；秩序 n.(Peace)人名；(英)皮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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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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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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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placed 3 [pleɪst] adj. 名列前茅的（多指赛马）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22 places 2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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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4 play 2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225 positioning 1 [pə'ziʃəniŋ] n.[计]定位；配置，布置 v.[计]定位（position的现在分词）；放置

226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227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228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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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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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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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projec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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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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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protect 2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34 protection 2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235 protects 2 [prə'tekt] v. 保护；投保

236 Punta 1 n.(Punta)人名；(西、芬)蓬塔

237 p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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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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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40 rebuilt 1 [ri:'bilt] v.重新组装（rebuil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重建

241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242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43 reclam 1 n.(Reclam)人名；(德)雷克拉姆

244 recovery 1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
245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246 reef 2 [ri:f] n.暗礁；[地质]矿脉；收帆 vt.收帆；缩帆 vi.缩帆；收帆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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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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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researchers 1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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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restored 1 [rɪ'stɔː d] adj. 恢复的

252 restoring 1 [rɪs'tɔː rɪŋ] n. 恢复；复原 动词resto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53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254 rising 2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255 river 1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256 rock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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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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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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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Russell 2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259 sad 1 [sæd] adj.难过的；悲哀的，令人悲痛的；凄惨的，阴郁的（形容颜色）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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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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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sandy 1 ['sændi] adj.沙地的；多沙的；含沙的 n.(Sandy)人名；(法、喀、罗、西、英)桑迪(教名Alasdair、Alastair、Alexander、
Alister、Elshender的昵称)

263 saving 1 ['seiviŋ] n.节约；挽救；存款 adj.节约的；挽救的；补偿的；保留的 prep.考虑到；除...之外 n.(Saving)人名；(瑞典)萨温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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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66 Scotland 2 ['skɔtlənd] n.苏格兰

267 sea 3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268 seas 1 [siː z] n. 海域 名词sea的复数形式.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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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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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72 shells 7 ['ʃelz] n. 贝壳 名词shell的复数形式.

273 shoreline 9 ['ʃɔ:lain] n.海岸线；海岸线地带

274 shorelines 1 n.海[湖]滨线，海[湖]岸线( shoreline的名词复数 )

275 similar 3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76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277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278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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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snail 1 [sneil] n.蜗牛；迟钝的人 vi.缓慢移动 vt.缓慢移动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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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society 2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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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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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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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southwestern 1 [,sauθ'westən] adj.西南部的；向西南的；来自西南的

287 spat 1 [spæt] n.口角；蚝卵；蚝仔；掌击 vi.争吵；一巴掌打去 v.吐口水（spit的过去式） n.(Spat)人名；(意)斯帕特

288 stabilize 2 ['steibilaiz] vt.使稳固，使安定 vi.稳定，安定

289 st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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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steel 1 [sti:l] n.钢铁；钢制品；坚固 vt.钢化；使冷酷 adj.钢制的；钢铁业的；坚强的 n.(Steel)人名；(德)施特尔；(英)斯蒂尔

291 steps 1 n.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（=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）；台阶，步骤（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）

292 storm 1 [stɔ:m] n.暴风雨；大动荡 vi.起风暴；横冲直撞；狂怒咆哮 vt.猛攻；怒骂 n.(Storm)人名；(瑞典)斯托姆；(德)施托姆；
(英、西、芬)斯托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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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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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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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297 superstorm 1 n. 超级风暴

298 taking 3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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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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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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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the 4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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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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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306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07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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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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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tiny 1 ['taini] adj.微小的；很少的 n.(Tiny)人名；(葡、印)蒂尼

311 to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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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12 totally 1 ['təutəli] adv.完全地

313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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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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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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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18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19 vaccaro 6 n. 瓦卡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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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volunteer 2 [,vɔlən'tiə] n.志愿者；志愿兵 adj.志愿的 vi.自愿 vt.自愿

322 volunteers 4 英 [ˌvɒlən'tɪə(r)] 美 [ˌvɑ lːən'tɪr] n. 志愿者；(自行生长的)植物 v. (自愿)做

323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24 washed 1 [wɔʃt] adj.洗过的 v.洗，洗涤（wash的过去分词）

325 washing 1 ['wɔʃiŋ, 'wɔ:ʃ-] n.洗涤；洗涤剂；要洗的衣物 adj.洗涤用的，清洗用的 v.洗；使受洗礼（wash的ing形式）

326 wat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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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328 wave 1 [weiv] vi.波动；起伏；挥手示意；摇动；呈波形 vt.卷（烫）发；向…挥手示意；使成波浪形 n.波动；波浪；高潮；挥手
示意；卷曲

329 waves 3 [weivz] n.[物][军]波（wave的复数形式） v.波动；起伏（wa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挥动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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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Wayne 1 ['wein] n.韦恩（男子名）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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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we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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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335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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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whelk 5 [hwelk] n.青春痘；[皮肤]酒刺；峨螺

337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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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wind 1 [[wɪnd] n.风；呼吸；气味；卷绕 vt.缠绕；上发条；使弯曲；吹号角；绕住或缠住某人 vi.缠绕；上发条；吹响号角 n.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340 wire 2 ['waiə] n.电线；金属丝；电报 vt.拍电报；给…装电线 vi.打电报 n.(Wire)人名；(英)怀尔

341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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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3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44 yards 1 [jɑːdz] n. 场地；码 名词yard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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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5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46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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