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9-19 [As It Is] Company Aims to Build Africa's First
Hydrogen Power Center by 2024 词频表词频表

1 to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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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 the 2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 i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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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1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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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hydrogen 13 ['haidrədʒən] n.[化学]氢

7 power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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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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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Namibia 10 [nɑ:'mibiə] n.纳米比亚（非洲西南部国家）

10 energy 9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11 Africa 8 ['æfrikə] n.非洲

12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3 i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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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produce 7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15 will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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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t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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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8 electricity 5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
19 green 5 [gri:n] adj.绿色的；青春的 n.绿色；青春 vt.使…变绿色 vi.变绿色 n.(Green)人名；(英、意)格林；(瑞典、芬)格伦

20 you 5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1 compan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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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3 hdf 4 n. 分级数据格式

24 its 4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5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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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projec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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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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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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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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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commen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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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countr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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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electrical 3 [i'lektrikəl] adj.有关电的；电气科学的

34 European 3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35 milli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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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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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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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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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39 solar 3 ['səulə] adj.太阳的；日光的；利用太阳光的；与太阳相关的 n.日光浴室 n.(Solar)人名；(法、英、意、西、塞、捷)索拉尔

40 southern 3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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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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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45 able 2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46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7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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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based 2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49 billion 2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50 cent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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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dea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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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director 2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53 electrolyzers 2 ['elektrɒlaɪzərz] 电解槽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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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equal 2 ['i:kwəl] adj.平等的；相等的；胜任的 vt.等于；比得上 n.对手；匹敌；同辈；相等的事物

56 eu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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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financial 2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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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gigawatt 2 ['dʒigəwɔt] n.千兆瓦；十亿瓦特

60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61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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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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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hours 2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64 industry 2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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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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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plan 2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68 potential 2 [pəu'tenʃəl] n.潜能；可能性；[电]电势 adj.潜在的；可能的；势的

69 projects 2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70 reduce 2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71 renewable 2 [ri'nju:əbl] adj.可再生的；可更新的；可继续的 n.再生性能源

72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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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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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supply 2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76 supp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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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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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union 2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79 unit 2 ['ju:nit] n.单位，单元；装置；[军]部队；部件

80 wants 2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81 Watts 2 [wɔts] n.瓦特（功率单位）

82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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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84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85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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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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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88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89 African 1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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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agreed 1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92 agreement 1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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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95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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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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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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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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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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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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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Belgian 1 ['beldʒən] adj.比利时的 n.比利时人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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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105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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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carbon 1 ['kɑ:bən] n.[化学]碳；碳棒；复写纸 adj.碳的；碳处理的 n.(Carbon)人名；(西)卡尔翁；(法)卡尔邦；(英)卡本

107 Caty 1 卡蒂

108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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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commission 1 [kə'miʃən] n.委员会；佣金；犯；委任；委任状 vt.委任；使服役；委托制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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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conservative 1 [kən'sə:vətiv] adj.保守的 n.保守派，守旧者

113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114 considering 1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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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costlier 1 ['kɒstlɪə] adj. 较昂贵的 形容词costly的比较级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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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19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120 d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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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densely 1 [densli] adv. 密集地；浓厚地

122 dependence 1 [di'pendəns] n.依赖；依靠；信任；信赖

123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124 direct 1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关系

125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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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Dutch 1 [dʌtʃ] adj.荷兰的；荷兰人的；荷兰语的 n.荷兰人；荷兰语 adv.费用平摊地；各自付账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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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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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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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131 exist 1 [ig'zist] vi.存在；生存；生活；继续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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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expects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134 field 1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135 flat 1 adj.平的；单调的；不景气的；干脆的；平坦的；扁平的；浅的 adv.（尤指贴着另一表面）平直地；断然地；水平地；直
接地，完全地 n.平地；公寓；平面 vt.使变平；[音乐]使（音调）下降，尤指降半音 vi.逐渐变平；[音乐]以降调唱（或奏）
n.（法）弗拉特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弗莱特（人名）

136 forms 1 ['fɔː 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
137 French 1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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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140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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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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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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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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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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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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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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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howev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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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hyphen 1 vt.以连字号连接；以连字符连接 n.连字号；连字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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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imports 1 [ɪm'pɔː ts] n. 进口商品；进口货 名词import的复数形式.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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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inhabitant 1 [in'hæbitənt] n.居民；居住者

156 inhabitants 1 [ɪn'hæbɪtənts] 居民

157 invest 1 [in'vest] vt.投资；覆盖；耗费；授予；包围 vi.投资，入股；花钱买

158 investment 1 [in'vestmənt] n.投资；投入；封锁

159 investors 1 [ɪn'vestəz] 投资者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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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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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163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164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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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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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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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megawatt 1 ['megəwɔt] n.兆瓦特，百万瓦特

169 megawatts 1 n.兆瓦，百万瓦特（电能计量单位）( megawatt的名词复数 )

170 MW 1 n. 中波

171 Namibian 1 [nə'mibiən] adj.纳米比亚的（非洲西南部国家）；纳米比亚人的 n.纳米比亚人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72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173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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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neighboring 1 ['neibəriŋ] adj.邻近的；附近的（等于neighbouring） v.与…为邻；位于附近（neighbor的ing形式）

176 nicolas 1 n. 尼古拉斯(男子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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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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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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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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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operational 1 [,ɔpə'reiʃənəl] adj.操作的；运作的

182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83 oxygen 1 ['ɔksidʒən] n.[化学]氧气，[化学]氧

184 panel 1 ['pænl] n.仪表板；嵌板；座谈小组，全体陪审员 vt.嵌镶板 n.(Panel)人名；(英、法)帕内尔

185 panels 1 ['pænl] n. 嵌板；仪表盘；面板；座谈小组；陪审团 v. 嵌镶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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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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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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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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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
193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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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plant 1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特；(法)普朗

196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97 populated 1 ['pɒpjʊleɪtɪd] adj. 人口稠密的 动词popul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8 possibility 1 [,pɔsə'biləti] n.可能性；可能发生的事物

199 producer 1 [prəu'dju:sə] n.制作人，制片人；生产者；发生器

200 proposing 1 英 [prə'pəʊz] 美 [prə'poʊz] v. 打算；计划；向 ... 提议；求婚；提名

201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02 registered 1 ['redʒistəd] adj.注册的；记名的；登记过的；（家畜等）附有血统证明的

203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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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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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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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Russian 1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208 secure 1 [si'kjuə] adj.安全的；无虑的；有把握的；稳当的 vt.保护；弄到；招致；缚住 vi.获得安全；船抛锚；停止工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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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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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sogavare 1 索格瓦雷

213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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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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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stachel 1 n. 施塔赫尔

217 station 1 n.车站；驻地；地位；身份 vt.配置；安置；驻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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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stored 1 [stɔː d] adj. 存信息的；存储的 动词st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19 sun 1 [sʌn] n.太阳 vt.使晒 vi.晒太阳 n.(Sun)人名；(中)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孙；(缅)素；(土)松

220 sunniest 1 ['sʌni] adj. 阳光充足的；晴朗的；明媚的；快活的 桑尼，桑妮（人名）

221 swakopmund 1 n. 斯瓦科普蒙德(在纳米比亚；东经 14º34' 南纬 22º40')

222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23 talks 1 ['tɔː ks] 会谈

224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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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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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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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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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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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33 tons 1 [tʌnz] ad. [口]极其；非常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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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236 untried 1 [,ʌn'traid] adj.未经实验的；未经审讯的；未经检查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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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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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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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42 wat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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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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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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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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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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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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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9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50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251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52 yearly 1 ['jə:li, 'jiə-] adj.每年的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 n.年刊；年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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