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9-20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Protection Sought for Snail
Near Nevada Lithium Mine 词频表词频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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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to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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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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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5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6 lithium 10 ['liθiəm] n.锂（符号Li）

7 t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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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by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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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for 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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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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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rojec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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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Springs 6 [spriŋz] n.斯普林斯（南非东部城市名）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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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mine 5 [main] n.矿，矿藏；矿山，矿井；地雷，水雷 vt.开采，采掘；在…布雷 vi.开矿，采矿；埋设地雷 pron.我的 n.(Mine)人
名；(德、塞、土、毛里塔)米内

16 mining 5 ['mainiŋ] n.矿业；采矿

17 Nevada 5 [ni'vædə; -'vɑ:-] n.内华达（美国州名）

18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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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snail 5 [sneil] n.蜗牛；迟钝的人 vi.缓慢移动 vt.缓慢移动

20 something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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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2 western 5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23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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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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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protection 4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26 watersheds 4 ['wɔː təʃedz] 分水岭

27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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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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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mericas 3 [ə'merikəz] n.美洲

30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1 animal 3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32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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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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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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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groundwater 3 ['graund,wɔ:tə] n.地下水 n.(Groundwater)人名；(英)格朗德沃特

36 location 3 [ləu'keiʃən] n.位置（形容词locational）；地点；外景拍摄场地

37 Reno 3 ['ri:nəu] n.里诺（美国一城市名，著名的“离婚城市”）

38 sent 3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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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snails 3 [sneɪls] n. 蜗牛；慢吞吞的人或物 名词snail的复数形式.

40 species 3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41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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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afford 2 [ə'fɔ:d] vt.给予，提供；买得起 n.(Afford)人名；(英)阿福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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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air 2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46 animals 2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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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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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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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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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bureau 2 ['bjuərəu] n.局，处；衣柜；办公桌 n.(Bureau)人名；(法)比罗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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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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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ase 2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55 claim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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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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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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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extensive 2 [ik'stensiv] adj.广泛的；大量的；广阔的

59 extinction 2 n.灭绝；消失；消灭；废止

60 Feder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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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flows 2 [f'ləʊz] n. 流量 名词flow的复数形式.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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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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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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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kilometers 2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66 Kings 2 [kiŋz] n.《列王纪》（《圣经》中的篇章）

67 la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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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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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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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management 2 ['mænidʒmənt] n.管理；管理人员；管理部门；操纵；经营手段

71 models 2 ['mɒdlz] n. 模范；模特儿；模型（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）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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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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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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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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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open 2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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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production 2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79 pump 2 [pʌmp] vt.打气；用抽水机抽… n.泵，抽水机；打气筒 vi.抽水 n.(Pump)人名；(捷)蓬普；(英)庞普

80 request 2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
81 risk 2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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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river 2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83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84 sensitive 2 adj.敏感的；感觉的；[仪]灵敏的；感光的；易受伤害的；易受影响的 n.敏感的人；有灵异能力的人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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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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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tiny 2 ['taini] adj.微小的；很少的 n.(Tiny)人名；(葡、印)蒂尼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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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wat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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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wildlife 2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91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92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93 ab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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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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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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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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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activists 1 ['æktɪvɪsts] 积极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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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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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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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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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3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04 agrees 1 [ə'ɡriː ] v. 同意；赞成；承认；符合；一致

105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106 andrew 1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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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approved 1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109 approving 1 [ə'pru:viŋ] adj.赞成的，满意的 v.批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；赞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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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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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associated 1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13 avoids 1 [ə'vɔɪd] vt. 避免；逃避；[律]使无效；撤销

114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15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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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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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119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120 biologist 1 [bai'ɔlədʒist] n.生物学家

121 border 1 ['bɔ:də] n.边境；边界；国界 vt.接近；与…接壤；在…上镶边 vi.接界；近似 n.(Border)人名；(英)博德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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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124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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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127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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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chosen 1 ['tʃəuzən] vt.选择（choos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挑选出来的，精选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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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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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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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court 1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(法)库尔

133 crowley 1 克罗利 克罗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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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demand 1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
136 design 1 [di'zain] vt.设计；计划；构思 n.设计；图案 vi.设计

137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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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disputed 1 [dɪsp'ju tːɪd] adj. 争议 动词dispu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0 distant 1 adj.遥远的；冷漠的；远隔的；不友好的，冷淡的

141 district 1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142 don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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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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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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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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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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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electric 1 [i'lektrik] adj.电的；电动的；发电的；导电的；令人震惊的 n.电；电气车辆；带电体

149 element 1 ['elimənt] n.元素；要素；原理；成分；自然环境 n.(Element)人名；(德)埃勒门特；(英)埃利门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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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energy 1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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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environmentally 1 [en,vairən'mentli] adv.有关环境方面

154 environments 1 [en'vaɪərənmənts] 环境

155 Erik 1 ['εrik] n.埃里克（姓氏）

156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57 eve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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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examination 1 [ig,zæmi'neiʃən] n.考试；检查；查问

159 executive 1 adj.行政的；经营的；执行的，经营管理的 n.总经理；执行委员会；执行者；经理主管人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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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162 farmer 1 ['fɑ:mə] n.农夫，农民 n.(Farmer)人名；(英)法默；(法)法尔梅；(西)法梅尔

163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64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165 fis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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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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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friendly 1 ['frendli] adj.友好的；亲切的；支持的；融洽的，和睦的 adv.友善地；温和地 n.(Friendly)人名；(英)弗兰德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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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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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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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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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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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174 habitats 1 ['hæbɪtæts] 生境

175 harmed 1 英 [hɑːm] 美 [hɑ rːm] n. 危害；伤害；损害 vt. 伤害；损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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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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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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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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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impact 1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
182 impacts 1 ['ɪmpækt] n. 影响；冲击力；撞击 vt. 挤入；压紧；撞击；对 ... 发生影响 vi. 冲击；撞击；产生影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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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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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incorrect 1 [,inkə'rekt] adj.错误的，不正确的；不适当的；不真实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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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189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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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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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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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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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legal 1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195 litt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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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lose 1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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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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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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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meter 1 [mi:tə] n.米；仪表；[计量]公尺；韵律 vt.用仪表测量 vi.用表计量 n.(Meter)人名；(英)米特；(塞)梅特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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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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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none 1 [nʌn] pron.没有人；一个也没有；没有任何东西 adj.没有的，一点没有的 adv.决不，一点也不 n.(None)人名；(葡、罗)诺
内；(日)野根(姓)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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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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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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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Oregon 1 ['ɔrigən; -gɔn] n.俄勒冈州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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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otherwise 1 adv.否则；另外；在其他方面 adj.另外的；其他方面的；原本，本来 conj.其他；如果不；然后

210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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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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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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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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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pleasant 1 ['plezənt] adj.令人愉快的，舒适的；讨人喜欢的，和蔼可亲的 n.(Pleasant)人名；(英)普莱曾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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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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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219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20 pres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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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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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processing 1 n. 进程；步骤；数据处理；整理；配制

223 protections 1 [prə'tekʃnz] 保护

224 pumping 1 ['pʌmpiŋ] n.[机]抽吸；脉动；抽气效应 v.抽水（pump的ing形式）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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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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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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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remove 1 [ri'mu:v] vt.移动，迁移；开除；调动 vi.移动，迁移；搬家 n.移动；距离；搬家

230 renewable 1 [ri'nju:əbl] adj.可再生的；可更新的；可继续的 n.再生性能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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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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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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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34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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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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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238 Scott 1 [skɔt] n.斯科特（男子名）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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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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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seriously 1 ['siəriəsli, 'si:r-] adv.认真地；严重地，严肃地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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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shelled 1 [ʃeld] adj.带壳的；去壳的 v.使去壳（shell的过去分词）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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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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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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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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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sm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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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smith 1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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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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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sonner 1 松纳

253 sought 1 [sɔ:t] v.寻找（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54 sources 1 英 [sɔː s] 美 [sɔː rs] n. 来源；发源地；原始资料 v. 从...获得

255 spokesman 1 ['spəuksm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256 stachel 1 n. 施塔赫尔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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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States 1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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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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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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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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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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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survival 1 [sə'vaivəl] n.幸存，残存；幸存者，残存物

265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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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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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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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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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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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3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274 tim 1 [tim] n.蒂姆（男子名）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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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277 tribes 1 特里韦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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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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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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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very 1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
282 violate 1 ['vaiəleit] vt.违反；侵犯，妨碍；亵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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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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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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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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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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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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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91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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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3 wor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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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4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95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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