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9-16 [As It Is] Businesses Stop Selling Lobster Because of
Whale Concern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5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2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to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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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and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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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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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bster 17 ['lɔbstə] n.龙虾 龙虾肉

7 is 1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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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seafood 12 ['si:fud] n.海鲜；海味；海产食品

10 i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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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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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watch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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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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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 7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5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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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can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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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fishing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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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9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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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whales 6 n.鲸鱼（whale的复数） v.捕鲸（wha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1 American 5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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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list 5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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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species 5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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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nimals 4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28 box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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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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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conservation 4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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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guidelines 4 ['ɡaɪdlaɪnz] n. 指导方针；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.

33 ha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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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 industry 4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35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36 products 4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37 re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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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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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repor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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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righ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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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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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2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43 your 4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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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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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avoid 3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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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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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businesses 3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51 comp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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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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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group 3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54 organization 3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55 plant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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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6 selling 3 ['seliŋ] n.销售；出售 v.出售（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(Selling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塞林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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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u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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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whale 3 [hweil] vt.猛揍；使惨败 vi.捕鲸 n.鲸；巨大的东西 n.(Whale)人名；(英)惠尔

60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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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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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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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already 2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65 alternative 2 [ɔ:l'tə:nətiv] adj.供选择的；选择性的；交替的 n.二中择一；供替代的选择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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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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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become 2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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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blu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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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1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72 buying 2 n.买进 v.购买；获得；收买（buy的ing形式）

73 came 2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74 Canadian 2 [kə'neidiən] adj.加拿大（人）的 n.加拿大人

75 concerns 2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76 danger 2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
77 efforts 2 ['efəts] 努力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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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entanglement 2 [in'tæŋglmənt] n.纠缠；铁丝网；缠绕物；牵连

80 equipment 2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81 fisheries 2 ['fɪʃəri] n. 渔场；渔业

82 food 2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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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generations 2 [dʒenə'reɪʃnz] n. 世代

84 harvested 2 英 ['hɑːvɪst] 美 ['hɑ rːvɪst] n. 收成；收获；收割；成果；后果 v. 收获；收割

85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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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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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88 kit 2 [kit] n.工具箱；成套工具 vt.装备 vi.装备 n.(Kit)人名；(俄)基特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吉；(英)基特，姬特(女名)(教名
Christopher、Katherine的昵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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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lobstermen 2 n.捕龙虾的渔夫( lobsterman的名词复数 )

91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92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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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mccarron 2 n. 麦卡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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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methods 2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96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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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natur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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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north 2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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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parts 2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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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promised 2 英 ['prɒmɪs] 美 ['prɑːmɪs] n. 诺言；预示；约定；(有)希望 v. 允诺；发誓；答应；有希望

103 recent 2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104 removed 2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105 resources 2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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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sea 2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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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seller 2 ['selə] n.卖方，售货员 n.(Seller)人名；(匈)谢勒；(西)塞列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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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spokesperson 2 ['spəuks,pə:s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112 st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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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stewardship 2 ['stju:ədʃip, 'stju-] n.管理工作；管事人的职位及职责

114 sto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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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stopped 2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116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117 sustainable 2 adj.可以忍受的；足可支撑的；养得起的；可持续的

118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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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threat 2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121 toge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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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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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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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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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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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127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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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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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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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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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35 announcement 1 [ə'naunsmənt] n.公告；宣告；发表；通告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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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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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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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apron 1 ['eiprən] n.围裙；[航]停机坪；舞台口 vt.着围裙于；围绕 n.(Apron)人名；(俄)阿普龙

141 aquarium 1 [ə'kwεəriəm] n.水族馆；养鱼池；玻璃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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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association 1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144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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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5 b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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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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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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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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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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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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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156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157 choice 1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158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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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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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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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committed 1 [kə'mitid] adj.坚定的；效忠的；承担义务的 v.承诺；委托；干坏事；付诸（commi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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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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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connects 1 [kə'nekt] v. 连接；接通；联系

166 controls 1 英 [kən'trəʊls] 美 [kən'troʊls] n. 控制器；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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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crashes 1 [kræʃ] v. 撞击；坠毁；发出巨响；崩溃；破产；<俚>宿夜 n. 轰隆声；猛撞；崩溃；暴跌；垮台；粗布 adj. 速成的

169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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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creatures 1 ['kriː tʃəz] n. 生物（creature的复数形式）

171 cultural 1 ['kʌltʃərəl] adj.文化的；教养的

172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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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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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176 decisions 1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
177 decreased 1 [dɪ'kriː s] v. 减少；减小；降低 n. 减少；降低

178 destroy 1 [di'strɔi] vt.破坏；消灭；毁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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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disagreed 1 [ˌdɪsə'ɡriː ] v. 不同意；不一致；有分歧；不适应；不适宜

181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182 due 1 [dju:, du:] adj.到期的；预期的；应付的；应得的 n.应付款；应得之物 adv.正（置于方位词前） n.(Due)人名；(英)迪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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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eastern 1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185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186 effective 1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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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England 1 n.英格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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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entangle 1 [in'tæŋgl] vt.使纠缠；卷入；使混乱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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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93 face 1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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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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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fished 1 [fɪʃ] n. 鱼；鱼肉；笨蛋；新手；新囚犯 v. 钓鱼；捕鱼；摸索；搜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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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fishery 1 ['fiʃəri] n.渔业；渔场；水产业

200 floor 1 [flɔ:] n.地板，地面；楼层；基底；议员席 vt.铺地板；打倒，击倒；（被困难）难倒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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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2 follows 1 ['fɒləʊz] n. 跟随；遵照 名词follow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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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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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German 1 ['dʒə:mən] adj.德国的；德语的，德国人的 n.德语；德国人

206 giant 1 ['dʒaiənt] n.巨人；伟人；[动]巨大的动物 adj.巨大的；巨人般的

207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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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google 1 [gu:gl] 谷歌；谷歌搜索引擎

210 greatly 1 ['greitli] adv.很，大大地；非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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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handed 1 ['hændid] adj.有手的；用...手的 v.帮助（hand的过去分词）；递送

213 harm 1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
214 harmed 1 英 [hɑːm] 美 [hɑ rːm] n. 危害；伤害；损害 vt. 伤害；损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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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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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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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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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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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21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22 influential 1 adj.有影响的；有势力的 n.有影响力的人物

223 injury 1 ['indʒəri] n.伤害，损害；受伤处

224 intensive 1 [in'tensiv] adj.加强的；集中的；透彻的；加强语气的 n.加强器

225 interaction 1 [,intər'ækʃən] n.相互作用；[数]交互作用 n.互动

226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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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lar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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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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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231 listed 1 ['listid] adj.列出的；表列的；已登录的 v.列出；登记（list的过去分词）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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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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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Louisiana 1 [lu:,i:zi'ænə] n.美国路易斯安那州

235 Maine 1 [mein] n.缅因州（美国州名）

236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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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manage 1 vt.管理；经营；控制；设法 vi.处理；应付过去

239 management 1 ['mænidʒmənt] n.管理；管理人员；管理部门；操纵；经营手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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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242 meal 1 [mi:l] n.一餐，一顿饭；膳食 vi.进餐

243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244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245 Monterey 1 [mɔntə'rei] n.蒙特利（美国一座城市）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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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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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northeastern 1 [,nɔ:θ'i:stən] adj.在东北的；东北方的；来自东北的

250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251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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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offering 1 ['ɔfəriŋ, 'ɔ:-] n.提供；祭品；奉献物；牲礼 v.提供（offer的ing形式）

254 offerings 1 ['ɒfərɪŋz] n. 提供之物

255 operations 1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
256 organizes 1 英 ['ɔː ɡənaɪz] 美 ['ɔː rɡənaɪz] v. 组织；安排；筹办

257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58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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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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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Patrice 1 n. 帕特里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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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person 1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
262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63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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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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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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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268 processed 1 [p'rəsest] adj. 经加工的；处理的 动词proc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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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71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272 protections 1 [prə'tekʃnz] 保护

273 public 1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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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rates 1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
276 rating 1 ['reitiŋ] n.等级；等级评定；额定功率 v.对…评价（rate的ing形式） n.(Rating)人名；(德)拉廷

277 ratings 1 ['reɪtɪŋz] n. 评定等级 rating的复数形式.

278 ravioli 1 [,rævi'əuli] n.（意）略有馅的水饺 n.(Ravioli)人名；(意)拉维奥利

279 recorded 1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
280 removals 1 n.免职( removal的名词复数 ); 除去; 移走; 搬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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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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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resource 1 [ri'sɔ:s, -'zɔ:s, 'ri:s-, 'ri:z-] n.资源，财力；办法；智谋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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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risks 1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
286 rolls 1 [rəulz] n.滚动（roll的复数）；面包卷；捆；卷轴；辊碎机 v.滚动；行驶；盘旋；辗；使左右摇晃；运转（roll的三单形
式）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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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sav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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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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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seasonal 1 ['si:zənəl] adj.季节的；周期性的；依照季节的

291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292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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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3 ships 1 [ʃɪps] n.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.

294 shortly 1 ['ʃɔ:tli] adv.立刻；简短地；唐突地

295 shrimp 1 [ʃrimp] n.虾；小虾；矮小的人 vi.捕虾 adj.有虾的；虾制的

296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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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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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300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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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successfully 1 [sək'sesfəli] adv.成功地；顺利地

303 suffer 1 ['sʌfə] vt.遭受；忍受；经历 vi.遭受，忍受；受痛苦；经验；受损害 n.(Suffer)人名；(意)苏费尔

304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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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5 sustainably 1 adv. 合理利用地；可持续地

306 target 1 n.目标，指标；（攻击的）对象；靶子 v.把...作为目标；面向，对准（某群体） n.（Target）美国塔吉特公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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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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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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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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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312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313 threats 1 [θret] n. 威胁；恐吓；凶兆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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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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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17 trapped 1 [træpt] adj. 陷入困境的；受到限制的 动词tra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18 traps 1 [træps] n.[计]陷阱；圈套（trap的复数形式）；手提行李；随身用物品

319 turtles 1 英 ['tɜ tːl] 美 ['tɜ rːtl] n. 高翻领；【动】龟，海龟 v. 倾覆，翻身；捕龟

320 twisted 1 ['twistid] adj.扭曲的 v.扭动（twist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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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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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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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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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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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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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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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whaling 1 ['weiliŋ] n.捕鲸；捕鲸业；一阵痛打 v.捕鲸；鞭打（whale的ing形式） n.(Whaling)人名；(英)惠林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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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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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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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2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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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335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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