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1-12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Climate Change Threatens
Protected Spanish Wetland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5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and 1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 is 1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4 of 1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to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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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i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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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water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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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park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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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from 9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0 area 8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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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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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do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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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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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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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wetlands 6 ['wetlændz] n.湿地（wetland的复数形式）；沼泽地；塘地

17 ana 5 ['ɑ:nə, 'einə, 'ænə] n.语录；言论集；轶事 n.(Ana)人名；(土、葡、塞、西、罗)安娜(女名)，阿纳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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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birds 5 ['bɜːdz] n. 鸟，鸟类；禽（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）

20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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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dry 5 [drai] adj.干的；口渴的；枯燥无味的；禁酒的 vt.把…弄干 vi.变干 n.干涸 n.(Dry)人名；(法)德里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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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Spanish 5 ['spæniʃ] adj.西班牙的；西班牙人的；西班牙语的 n.西班牙语；西班牙人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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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bac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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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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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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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s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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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0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1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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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4 animals 3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35 city 3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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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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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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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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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life 3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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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national 3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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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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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Spain 3 [spein] n.西班牙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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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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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Wells 3 [welz] n.威尔斯（姓氏）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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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along 2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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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always 2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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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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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56 bit 2 n.[计]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老一套；一点，一块 vt.控制 adj.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 adv.有点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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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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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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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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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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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lose 2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63 comes 2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64 conservationists 2 n.自然资源保护者，生态环境保护者( conservationist的名词复数 )

65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66 Diaz 2 n.迪亚兹（男子名）

67 eagle 2 ['i:gl] n.鹰；鹰状标饰 n.(Eagle)人名；(英)伊格尔

68 endangered 2 [in'deindʒəd] adj.濒临灭绝的；有生命危险的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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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farms 2 英 [fɑːm] 美 [fɑ rːm] n. 农场；农田 v. 务农

71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72 fund 2 [fʌnd] n.基金；资金；存款 vt.投资；资助 n.(Fund)人名；(德)丰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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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h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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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imperial 2 [im'piəriəl] adj.帝国的；皇帝的；至高无上的；威严的 n.纸张尺寸；特等品 n.(Imperial)人名；(西)因佩里亚尔

76 including 2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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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lagoons 2 [lə'ɡuːnz] 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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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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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makes 2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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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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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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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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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ocean 2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86 Olalla 2 n. 奥拉利亚(在西班牙；西经 1º10' 北纬 40º58')

87 once 2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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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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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protected 2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
91 rain 2 [rein] n.雨；下雨；雨天；雨季 vi.下雨；降雨 vt.大量地给；使大量落下 n.(Rain)人名；(法)兰；(英)雷恩；(罗、捷)赖恩

92 research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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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93 santa 2 ['sæntə] n.圣诞老人（等于SantaClaus）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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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96 scientists 2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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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summer 2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99 ta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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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0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101 think 2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102 thousands 2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103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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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town 2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105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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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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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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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wor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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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0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11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112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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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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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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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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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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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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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agriculture 1 n.农业；农耕；农业生产；农艺，农学

122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23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24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25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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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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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8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29 babies 1 ['beɪbi] n. 婴儿；宝贝儿；孩子气的人 adj. 婴儿的；小型的 vt. 溺爱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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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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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beach 1 [bi:tʃ] n.海滩；湖滨 vt.将…拖上岸 vi.搁浅；定居 n.(Beach)人名；(英)比奇

133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34 berries 1 ['berɪz] n. 浆果 名词berry的复数形式.

135 berry 1 ['beri] n.浆果（葡萄，番茄等） vi.采集浆果 n.(Berry)人名；(法、英、德、意、葡)贝里；(匈)拜里

136 bi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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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138 biologist 1 [bai'ɔlədʒist] n.生物学家

139 bodies 1 英 ['bɒdi] 美 ['bɑːdi] n. 身体；主体；正文；主要部分；尸体；躯体；团体 v. 赋…以形体

140 born 1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141 breed 1 [bri:d] vi.繁殖；饲养；产生 vt.繁殖；饲养；养育，教育；引起 n.[生物]品种；种类，类型 n.(Breed)人名；(英)布里德

142 breeding 1 ['bri:diŋ] n.繁殖；饲养；教养；再生 v.生产；培育；使…繁殖（breed的ing形式） n.(Breeding)人名；(英)布里丁

143 brown 1 [braun] adj.棕色的，褐色的；太阳晒黑的 vi.变成褐色 n.褐色，棕色 vt.使变成褐色 n.(Brown)人名；(英、意、芬、捷、
德、法、西、葡)布朗

144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145 Carlos 1 ['ka:lɔs] n.卡洛斯（男子名）

146 carmen 1 ['kɑ:mən] n.卡门（女子名）

147 cat 1 n.猫，猫科动物

148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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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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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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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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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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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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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council 1 ['kaunsəl] n.委员会；会议；理事会；地方议会；顾问班子 n.(Council)人名；(英)康斯尔

157 countr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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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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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crops 1 n.农作物（crop的复数）；收成；[冶]切头 v.种植（crop的三单形式）；收割；修剪；产庄稼

160 crown 1 [kraun] n.王冠；花冠；王权；顶点 vt.加冕；居…之顶；表彰；使圆满完成 n.(Crown)人名；(英)克朗

161 Davila 1 n.(Davila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达维拉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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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disastrous 1 [di'zɑ:strəs] adj.灾难性的；损失惨重的；悲伤的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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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5 dried 1 [draid] adj.干燥的；弄干了的 v.使干（原形是dry）

166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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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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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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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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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environmentalists 1 n.环境保护论者，人类生态学者( environmentalist的名词复数 )

173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174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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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177 explorers 1 [ɪk'splɔ:rəz] n. 探险家；探索者，探测者；集合对象（explorer的复数形式）

178 Farmers 1 n.[农]农民（farmer的复数）

179 farther 1 ['fɑ:ðə] adv.更远地；此外；更进一步地 adj.进一步的；更远的（far的比较级）

180 Felipe 1 费莉佩(女名)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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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fis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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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3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184 flamingos 1 英 [flə'mɪŋɡəʊ] 美 [flə'mɪŋɡoʊ] n. 火烈鸟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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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6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187 ground 1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188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89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190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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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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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heart 1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
193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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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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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5 herons 1 ['herənz] 鹭鸟

196 high 1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197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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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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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Huelva 1 n.(Huelva)人名；(西)韦尔瓦

201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202 Iberian 1 [ai'biəriən] n.伊比利亚人；伊比利亚语 adj.伊比利亚的

203 illegal 1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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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jewel 1 ['dʒu:əl] n.宝石；珠宝 vt.镶以宝石；饰以珠宝

206 justice 1 ['dʒʌstis] n.司法，法律制裁；正义；法官，审判员 n.(Justice)人名；(英)贾斯蒂斯，贾斯蒂丝(女名)

207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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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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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lagoon 1 [lə'gu:n] n.[地理][水文]泻湖；环礁湖；咸水湖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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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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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loses 1 [luːz] vt. 丢失；失败；削减；丧生；看不到；亏损；迷失 vi. 失败；经受损失；走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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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lynx 1 [liŋks] n.猞猁；山猫

215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216 mating 1 ['meitiŋ] n.（动物等的）交配，交尾；配套；（植物等的）杂交 v.交配；使配对；使紧密配合（mate的现在分词）

217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218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219 meets 1 [miː t] v. 遇见；满足 n. 运动会；集会 adj. 合适的

220 migration 1 [mai'greiʃən] n.迁移；移民；移动

221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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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muddy 1 ['mʌdi] adj.泥泞的；模糊的；混乱的 vt.使污浊；使沾上泥；把…弄糊涂 vi.变得泥泞；沾满烂泥

224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225 nearby 1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
226 needy 1 ['ni:di] adj.贫困的；贫穷的；生活艰苦的 n.(Needy)人名；(英)尼迪

227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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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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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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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olive 1 ['ɔliv] n.橄榄；橄榄树；橄榄色 adj.橄榄的；橄榄色的 n.(Olive)人名；(英)奥利芙(女子教名)

232 olives 1 n.橄榄（olive的复数） n.(Olives)人名；(西)奥利韦斯

233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34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35 pairs 1 ['peəz] n. 对，双，副（名词pair的复数） v. (使)成对（动词pair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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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permission 1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
238 permitted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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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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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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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2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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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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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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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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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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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projects 1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249 protest 1 [prəu'test, 'prəu-] vi.抗议；断言 vt.抗议；断言 n.抗议 adj.表示抗议的；抗议性的

250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251 pushing 1 ['puʃiŋ] adj.奋斗的；莽撞的；有精力的；富有进取心的 n.推挤；推人犯规（篮球术语） v.推；促进；逼迫（push的ing
形式）

252 putting 1 ['putiŋ] n.投掷；（高尔夫球）打球入洞 v.放置（put的ing形式）；轻击球；使球入洞的轻击（putt的ing形式）

253 quiet 1 adj.安静的；安定的；不动的；温顺的 n.安静；和平 vt.使平息；安慰 vi.平静下来

254 record 1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255 redirect 1 [,ri:di'rekt, -dai-] vt.使改方向；重新寄送 adj.再直接的 n.再直接询问

256 refill 1 [,ri:'fil] vi.被再注满 vt.再装满；再充满 n.替换物；再注满

257 replaced 1 [rɪ'pleɪsd] adj. 被替换的 动词re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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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replies 1 [rɪ'plaɪ] v. 回答；答复；回应 n. 回答；答复

259 re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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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reporter 1 [ri'pɔ:tə] n.记者

261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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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rescue 1 ['reskju:] vt.营救；援救 n.营救；援救；解救

264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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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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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r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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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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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Rivers 1 ['rivə:s] n.里弗斯（人名）；河流州（尼日利亚州名）；河水钻

270 round 1 [raund] n.圆；循环；一回合；圆形物 adj.圆的；完全的；大概的；肥胖的 adv.在周围；迂回地；朝反方向；挨个 vt.完
成；围捕；绕行；弄圆 vi.进展；变圆；环行；发胖 prep.附近；绕过；大约；在…周围 n.(Round)人名；(英)朗德

271 route 1 [ru:t, raut] vt.按某路线发送 n.路线；航线；通道

272 ruled 1 [ru lː] n. 规则；条例；习惯；统治；直尺 v. 支配；统治；画直线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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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saved 1 ['seɪvd] adj. 保存了的；获救的 v. 救；节省；保存（动词s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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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277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278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279 severely 1 [si'viəli] adv.严重地；严格地，严厉地；纯朴地

280 shipping 1 ['ʃipiŋ] n.[船]船舶，船舶吨数；海运；运送 v.运送，乘船（ship的ing形式） n.(Shipping)人名；(英)希平

281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282 silver 1 ['silvə] n.银；银器；银币；银质奖章；餐具；银灰色 adj.银的；含银的；有银色光泽的；口才流利的；第二十五周年的
婚姻 vi.变成银色 vt.镀银；使有银色光泽 n.(Silver)人名；(法)西尔韦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西尔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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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smelly 1 ['smeli] adj.有臭味的，发臭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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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epped 1 [stept] v.踏；行走（st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88 stopping 1 ['stɔpiŋ] n.停止；制止；填塞物 v.停止；妨碍（stop的ing形式）

289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290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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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suffering 1 ['sʌfəriŋ] n.受难；苦楚 adj.受苦的；患病的 v.受苦；蒙受（suffer的ing形式）

293 supervision 1 [,sju:pə'viʒən] n.监督，管理

294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95 temperatures 1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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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theirs 1 [ðεəz] pron.他们的；她们的；它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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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threatens 1 ['θretn] v. 威胁；恐吓；似将发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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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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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traditional 1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303 traditionally 1 [trə'diʃənəli] adv.传统上；习惯上；传说上

304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05 vacations 1 [və'keɪʃn] n. 假期；休假；腾出 vi. 度假

306 village 1 ['vilidʒ] n.村庄；村民；（动物的）群落

307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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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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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weather 1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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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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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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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316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317 wild 1 [waild] adj.野生的；野蛮的；狂热的；荒凉的 n.荒野 adv.疯狂地；胡乱地 n.(Wild)人名；(英)怀尔德；(法、德、葡、捷、
匈)维尔德

318 winter 1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
温特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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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321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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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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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