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0-30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US Says Climate Change Is
Threatening Emperor Penguin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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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1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in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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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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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enguins 10 n. 企鹅；空军的行政人员；大海雀（penguin的复数）

7 emperor 9 ['empərə] n.皇帝，君主

8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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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gency 7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1 climate 7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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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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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imals 6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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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pecies 6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17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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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change 5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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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wildlife 5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21 ac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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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ction 4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23 danger 4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
24 declaration 4 [,deklə'reiʃən] n.（纳税品等的）申报；宣布；公告；申诉书

25 extinction 4 n.灭绝；消失；消灭；废止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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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ice 4 [[ais] n.冰；冰淇淋；矜持；（俚）钻石 vt.冰镇；结冰 vi.结冰 adj.冰的 n.(Ice)人名；(英)艾斯；(法)伊斯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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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plant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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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 sea 4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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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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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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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colony 3 n.殖民地；移民队；种群；动物栖息地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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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endangered 3 [in'deindʒəd] adj.濒临灭绝的；有生命危险的

37 ESA 3 abbr. 欧洲航天局(=European Space Agency) abbr. 美国生态学学会(=Ecological Society America) abbr. 经济稳定法案
(=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) abbr. 就业标准署(=Employment Standards Administration)

38 fis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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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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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fuels 3 [fjʊəlz] n. 燃料 名词fuel的复数形式.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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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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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43 penguin 3 ['peŋgwin] n.企鹅；空军地勤人员

44 service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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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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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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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alarm 2 n.闹钟；警报，警告器；惊慌 vt.警告；使惊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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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Antarctica 2 [ænt'ɑ:ktikə] n.南极洲

50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51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52 bell 2 [bel] n.铃，钟；钟声，铃声；钟状物 vt.装钟于，系铃于 vi.鸣钟；成钟状鼓起

53 biological 2 [,baiəu'lɔdʒik,-kəl] adj.生物的；生物学的

54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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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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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onservation 2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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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disappearing 2 英 [ˌdɪsə'pɪə(r)] 美 [ˌdɪsə'pɪr] vi. 消失；不见；失踪

60 diversity 2 [dai'və:səti] n.多样性；差异

61 earth 2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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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fossil 2 ['fɔsəl] n.化石；僵化的事物；顽固不化的人 adj.化石的；陈腐的，守旧的

64 gas 2 [gæs] n.气体；[矿业]瓦斯；汽油；毒气 vt.加油；毒（死） vi.加油；放出气体；空谈 n.(Ga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加斯

65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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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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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irreversible 2 [,iri'və:səbl] adj.不可逆的；不能取消的；不能翻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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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listing 2 ['listiŋ] n.列表，清单 v.列表（list的现在分词） n.(Listing)人名；(德)利斯廷

71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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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74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75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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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78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79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80 step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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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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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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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warning 2 ['wɔ:niŋ] n.警告；预兆；预告 adj.警告的；引以为戒的 v.警告（warn的ing形式） n.(Warning)人名；(德)瓦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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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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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Williams 2 ['wiljəmz] n.威廉姆斯（男子名）

86 wolf 2 [wulf] n.狼；色狼；残忍贪婪之人 vt.大吃；狼吞虎咽地吃 n.(Wolf)人名；(以、捷、芬、瑞典、德、匈、法、罗、荷、英)
沃尔夫

87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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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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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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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affecting 1 [ə'fektiŋ] adj.动人的；感人的 v.影响（affect的ing形式）；感动

92 agencies 1 ['eɪdʒənsi] n. 代理；代理处；政府机构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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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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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assistance 1 [ə'sistəns] n.援助，帮助；辅助设备

97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98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99 ba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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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bald 1 [bɔ:ld] adj.秃顶的；光秃的；单调的；无装饰的 vi.变秃 n.(Bald)人名；(英)鲍尔德；(德、法、波)巴尔德

101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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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bears 1 [beəz] n. 熊；卖空者 名词bear的复数形式. 动词bear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04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105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106 bringing 1 [briŋ] vt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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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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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109 calls 1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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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coal 1 [kəul] vi.上煤；加煤 vt.给…加煤；把…烧成炭 n.煤；煤块；木炭

112 colonies 1 英 ['kɒləni] 美 ['kɑ lːəni] n. 殖民地；侨居地；侨民；聚居(地)；群体；菌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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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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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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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118 cooperation 1 [kəu,ɔpə'reiʃən] n.合作，协作；[劳经]协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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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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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credited 1 [k'redɪtɪd] v. 记入贷方；信用 vbl. 记入贷方；信用

122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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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cut 1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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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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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demonstrates 1 ['demənstreɪt] vt. 证明；演示；示范 vi. 示威

128 depends 1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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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130 destruction 1 [di'strʌkʃən] n.破坏，毁灭；摧毁

131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132 device 1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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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drilling 1 ['driliŋ] n.钻孔；训练，教练；演练 v.钻孔；训练（drill的ing形式）

135 drowning 1 ['drauniŋ] v.淹没；（使）[外科]淹溺；浸没（drown的ing形式） n.溺死 adj.溺水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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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eagles 1 ['iː ɡl] n. 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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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40 emission 1 [i'miʃən] n.（光、热等的）发射，散发；喷射；发行 n.(Emission)人名；(英)埃米申

141 emissions 1 [i'mɪʃn] n. 散发；发行；排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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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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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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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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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extinct 1 [ik'stiŋkt] adj.灭绝的，绝种的；熄灭的 vt.使熄灭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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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152 flightless 1 ['flaitlis] adj.（鸟等）不能飞的

153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54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55 foreseeable 1 ['fɔ:si:əbl] adj.可预知的；能预测的

156 formed 1 [fɔ:md] adj.成形的，成形 v.成形加工（form过去时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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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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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gray 1 [grei] adj.灰色的；苍白的；灰白头发的；阴郁的 n.灰色；暗淡的光线 vi.成为灰色或灰白 vt.使成灰色或灰白 n.(Gray)人
名；(意)格拉伊；(英、法、葡、瑞典)格雷

160 grizzly 1 ['grizli] adj.灰色的 n.灰熊

161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162 Halley 1 ['hæli] n.哈雷（姓氏）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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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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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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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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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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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heating 1 ['hi:tiŋ] n.[热]加热；[建]供暖；暖气设备 adj.加热的；供热的 v.[热]加热（heat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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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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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hunt 1 [hʌnt] vt.打猎；搜索 vi.打猎；搜寻 n.狩猎；搜寻 n.(Hunt)人名；(德、瑞典)洪特；(英)亨特；(法)安

172 impossible 1 [im'pɔsəbl] adj.不可能的；不可能存在的；难以忍受的；不真实的 n.不可能；不可能的事

173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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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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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industries 1 ['ɪndəstri] n. 工业；产业；行业；勤勉；勤劳

177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178 issued 1 ['ɪʃu ]ː n. 议题；问题；期刊号；一次发行额；发行；<律>子女 v. 发表；公布；正式发给；发行；流出

179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80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181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82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83 linked 1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
184 li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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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loud 1 [laud] adj.大声的，高声的；不断的；喧吵的 adv.大声地，高声地，响亮地 n.(Loud)人名；(英)劳德

186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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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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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Martha 1 ['mɑ:θə] n.玛莎（女子名）；马大（马利亚和拉撒路之姊）

190 mining 1 ['mainiŋ] n.矿业；采矿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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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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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194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95 newborn 1 ['nju:bɔ:n] adj.新生的；再生的 n.婴儿

196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97 oceans 1 ['əʊʃnz] n. 大洋

198 officially 1 [ə'fiʃəli] adv.正式地；官方地；作为公务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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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oil 1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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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opposed 1 [ə'pəuzd] adj.相反的；敌对的 v.反对（oppose的过去分词）；使对立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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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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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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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08 poor 1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209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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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previous 1 ['pri:vjəs] adj.以前的；早先的；过早的 adv.在先；在…以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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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producing 1 [prə'djuːsɪŋ] n.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14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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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protections 1 [prə'tekʃnz] 保护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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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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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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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reduced 1 [ri'dju:st] adj.减少的；[数]简化的；缩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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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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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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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reproduce 1 [,ri:prə'dju:s] vt.复制；再生；生殖；使…在脑海中重现 vi.复制；繁殖

225 reproduction 1 [,ri:prə'dʌkʃən] n.繁殖，生殖；复制；复制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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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requires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228 resources 1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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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ringing 1 ['riŋiŋ] adj.响亮的；明白的 n.铃声 v.响（ring的ing形式）

231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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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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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seabirds 1 n.海鸟( seabird的名词复数 )

235 second 1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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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sees 1 abbr.扩展企业应用套件（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）

238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
239 serves 1 英 [sɜːv] 美 [sɜ rː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
240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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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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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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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sound 1 [saund] vt.听（诊）；测量，测…深；使发声；试探；宣告 n.声音，语音；噪音；海峡；吵闹；听力范围；[医]探条 adj.
健全的，健康的；合理的；可靠的；有效彻底的 adv.彻底地，充分地 vi.听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回响；测深

245 source 1 [sɔ:s] n.来源；水源；原始资料 n.(Source)人名；(法)苏尔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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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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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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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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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survive 1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
252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53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254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255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
256 temperatures 1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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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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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threatened 1 ['θretənd] adj.受到威胁的 v.威胁（threaten的过去分词）

261 threatening 1 ['θretəniŋ] adj.危险的；胁迫的；凶兆的 v.威胁；恐吓；迫近（threaten的ing形式）

262 threats 1 [θret] n. 威胁；恐吓；凶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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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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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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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urgent 1 ['ə:dʒənt] adj.紧急的；急迫的

267 us 1 pron.我们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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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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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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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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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warming 1 ['wɔ:miŋ] n.加温，暖和；气温升高 adj.让人感到暖和的 v.加温；兴奋；同情（warm的ing形式） n.(Warming)人名；
(丹、瑞典)瓦明

273 warn 1 [wɔ:n] vt.警告，提醒；通知 vi.发出警告，发出预告 n.(Warn)人名；(英)沃恩；(德)瓦恩

274 Weddell 1 (Weddell的变体)韦德尔 Sea威德尔海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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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whales 1 n.鲸鱼（whale的复数） v.捕鲸（wha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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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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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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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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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2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83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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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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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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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