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1-13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Controlled Fishing in Amazon
Area Helps Save Huge Endangered Fish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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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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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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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hieve 1 vt.取得；获得；实现；成功 vi.达到预期的目的，实现预期的结果，如愿以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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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ctive 1 ['æktiv] adj.积极的；活跃的；主动的；有效的；现役的 n.主动语态；积极分子

7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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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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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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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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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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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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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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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mazon 5 ['æməzɔn] 亚马逊；古希腊女战士

18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9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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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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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p 2 abbr.美国联合通讯社（AssociatedPress）；空气污染（AirPollution）；大气规划（AirProgram）；汇编程序
（AssemblyProgram） n.(Ap)人名；(中)鸭(广东话·威妥玛)

23 arapaima 1 [,ærə'paimə] n.巨滑舌鱼（南美食用淡水鱼的一种）

24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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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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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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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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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rrangements 1 [ə'rendʒmənts] n. 安排；布置；准备 名词arrangement的复数形式.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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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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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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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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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34 basin 1 ['beisən] n.水池；流域；盆地；盆 n.(Basin)人名；(俄)巴辛；(法)巴赞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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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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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39 behavior 1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
40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41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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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boat 1 [bəut] n.小船；轮船 vi.划船

43 boats 1 英 [bəʊt] 美 [boʊt] n. 船；船型物 v. 划船；放于船上；乘船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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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ras 1 [bras] abbr.宽带接入服务器（BroadbandRemoteAccessServer） n.(Bras)人名；(法)布拉；(英、意)布拉斯

46 Brazil 4 [brə'zil] n.巴西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47 Brazilian 1 [brə'ziljən] adj.巴西的；巴西人的 n.巴西人

48 breath 1 [breθ] n.呼吸，气息；一口气，（呼吸的）一次；瞬间，瞬息；微风；迹象；无声音，气音

49 breathe 1 [bri:ð] vi.呼吸；低语；松口气；（风）轻拂 vt.呼吸；使喘息；流露；低声说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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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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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by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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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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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arnivores 1 [kaː nɪvɔː z] n. 肉食动物；食虫植物 名词carnivore的复数形式.

57 carried 1 ['kærid] adj.被运的；入神的；忘我的 v.保持（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搬运

58 catch 1 [kætʃ] vt.赶上；抓住；感染；了解 vi.赶上；抓住 n.捕捉；捕获物；窗钩

59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60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61 clo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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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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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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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ommunities 2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65 community 3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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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7 complex 2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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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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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71 controlled 5 [kən'trəuld] adj.受控制的；受约束的；克制的 v.控制；约束（control的过去式）；指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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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ount 2 [kaunt] vt.计算；认为 vi.计数；有价值 n.计数；计算；伯爵 n.(Count)人名；(法、德、南非)伯爵(欧洲贵族头衔)，康特(人
名)

74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75 Cunha 3 库尼亚 n.(Cunha)人名；(英、西、葡)库尼亚

76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77 days 2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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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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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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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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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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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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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easier 1 [英 ['i:zɪə] 美 ['i:zɪr]] adj.更简单；容易些（easy的比较级形式）；较早的

86 eats 1 [i:ts] abbr.设备准确度测试站（EquipmentAccuracyTestStation）

87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88 efforts 3 ['efəts] 努力

89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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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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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93 everybody 2 ['evri,bədi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

94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95 everything 2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96 except 1 [ik'sept] vt.不计；把…除外 vi.反对 prep.除…之外 conj.除了；要不是

97 exported 1 英 ['ekspɔː t] 美 ['ekspɔː rt] n. 输出；出口；输出品；输出存储器的信息 v. 输出；出口；带走，运走；从存储器输出信息

98 Falls 1 [fɔ:ls] n.[水文]瀑布；陨石 v.下降（fall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Falls)人名；(英)福尔斯

99 feed 1 [fi:d] vt.喂养；供给；放牧；抚养（家庭等）；靠…为生 vi.吃东西；流入 n.饲料；饲养；（动物或婴儿的）一餐

100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101 fish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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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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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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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fishing 9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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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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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6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07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8 forest 1 ['fɔrist] vt.植树于，使成为森林 n.森林 n.(Forest)人名；(法)福雷；(英、西)福雷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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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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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12 gehr 2 n. 格尔

113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
114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115 governance 1 ['gʌvənəns] n.管理；统治；支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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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greatly 1 ['greitli] adv.很，大大地；非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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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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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harvesting 1 ['hɑ:vistiŋ] v.[农学]收割；收获（harvest的ing形式） n.[农学]收割；收获 adj.收获的；收割的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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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hav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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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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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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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126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27 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28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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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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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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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 illegal 3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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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improvements 1 [ɪmp'ruːvmənts] 改进

135 in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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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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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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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increases 1 [ɪn'kriː s] v. 增加；提高 n. 增加；增强；提高

139 increasingly 1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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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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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43 involves 1 英 [ɪn'vɒlv] 美 [ɪn'vɑ lːv] vt. 包含；使忙于；牵涉；使卷入；使陷入

144 is 2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5 i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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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kilograms 1 ['kɪləgræm] 千克； 公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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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knowing 1 ['nəuiŋ] adj.博学的；狡猾的；心照不宣的 n.认知 v.知道；认识；确信（know的ing形式）

149 known 3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50 Lakes 2 [leiks] n.[地理]湖泊，湖畔；[涂料]色淀 n.(Lakes)人名；(德)拉克斯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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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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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law 1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155 leads 1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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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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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59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160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61 lia 1 [æ'fi:ljə] abbr.铅工业协会（LeadIndustriesAssociation）；美国皮革业联合会（LeatherIndustriesofAmerica） n.(Lia)人名；(罗、
意、匈、柬)莉娅(女名)，利亚；(俄)利阿

162 like 1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163 l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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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165 local 2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166 logistics 2 [ləu'dʒistiks] n.[军]后勤；后勤学 物流

167 long 2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168 love 1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
169 lowest 1 ['ləuist] adj.最低的；最小的（low的最高级）；最底下的

170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71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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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manoel 1 n. 马诺埃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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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75 markets 2 英 ['mɑːkɪt] 美 ['mɑ rːkɪt] n. 市场；集市 v. 销售；推销；买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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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meaning 1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
178 Members 2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179 meters 1 英 ['miː tə(r)] 美 ['miː 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
180 method 1 ['meθəd] n.方法；条理；类函数 adj.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

181 Mexico 1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182 minutes 1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
183 mission 1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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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mo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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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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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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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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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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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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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93 number 1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
194 of 1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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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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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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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199 onl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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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operations 2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
201 o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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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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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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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205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06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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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overfishing 1 英 ['əʊvə'fɪʃ] 美 [ˌoʊvə'fɪʃ] v. 过度捕捞

209 partnerships 1 伙伴关系

210 Paulo 1 n.保罗（男子名）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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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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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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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practical 1 ['præktikəl] adj.实际的；实用性的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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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process 2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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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
219 processing 2 n. 进程；步骤；数据处理；整理；配制

220 producers 1 生产性

221 profits 1 n.[会计]收益，红利；盈利（profit的复数）

222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223 projec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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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Raimundo 2 雷蒙多

225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26 records 1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227 recovering 1 [ri'kʌvəriŋ] n.恢复；再生；补偿 v.恢复；再生（recover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228 reduced 2 [ri'dju:st] adj.减少的；[数]简化的；缩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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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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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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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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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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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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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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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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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river 2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238 road 1 [rəud] n.公路，马路；道路；手段 vt.（狗）沿臭迹追逐（猎物） adj.（美）巡回的 n.(Road)人名；(英)罗德

239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240 rose 1 n.玫瑰；粉红色；蔷薇（花）；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.玫瑰花的；玫瑰色的；粉红色的；带有玫瑰香味的 vt.使成玫瑰色，
使（面颊）发红；使有玫瑰香味 vi.起义(rise的过去式)；升起；（数量）增加；休会

241 rubber 2 n.橡胶；橡皮；合成橡胶；按摩师；避孕套 adj.橡胶制成的 vt.涂橡胶于；用橡胶制造 vi.扭转脖子看；好奇地引颈而
望 n.(Rubber)人名；(西)鲁韦尔

242 run 1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
243 runs 1 [rʌnz] n.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；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.

244 rural 1 ['ruərəl] adj.农村的，乡下的；田园的，有乡村风味的

245 sacrifice 2 ['sækrifais] n.牺牲；祭品；供奉 vt.牺牲；献祭；亏本出售 vi.献祭；奉献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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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salted 1 ['sɔ:ltid] adj.盐的；盐腌的；有经验的 v.加盐于；使…增添兴趣；用盐腌制（salt的过去分词）

248 sao 3 abbr.区段刻录（Sessionatonce）；安全咨询意见 n.(Sao)人名；(老、缅、喀、柬)绍

249 sav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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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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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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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sells 1 [sel] v. 出售；卖

253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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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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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share 1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
257 sharply 1 ['ʃa:pli]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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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9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260 sister 1 n.姐妹；（称志同道合者）姐妹；修女；护士 adj.姐妹般的；同类型的

261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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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2 slave 1 [sleiv] n.奴隶；从动装置 vi.苦干；拼命工作 n.(Slave)人名；(塞、罗)斯拉韦

263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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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sold 1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265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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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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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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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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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structure 1 ['strʌktʃə] n.结构；构造；建筑物 vt.组织；构成；建造

270 struggling 1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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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supported 1 [sə'pɔː tɪd] adj.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73 surface 1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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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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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tak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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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8 tasty 1 ['teisti] adj.美味的；高雅的；有趣的 n.可口的东西；引人入胜的东西

279 ted 1 [ted] vt.翻晒

280 t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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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the 5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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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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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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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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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thi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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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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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to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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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2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93 trade 1 [treid] n.贸易，交易；行业；职业 vi.交易，买卖；以物易物 vt.用…进行交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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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trained 1 [treɪnd] adj.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96 transportation 1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
297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98 unique 2 [ju:'ni:k] adj.独特的，稀罕的；[数]唯一的，独一无二的 n.独一无二的人或物 n.(Unique)人名；(英)尤妮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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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301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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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usaid 2 abbr.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美国国际开发署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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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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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valuable 2 ['væljuəbl] adj.有价值的；贵重的；可估价的 n.贵重物品

306 VOA 1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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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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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309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310 waste 1 [weist] n.浪费；废物；荒地；损耗；地面风化物 vt.浪费；消耗；使荒芜 vi.浪费；变消瘦；挥霍钱财 adj.废弃的；多余
的；荒芜的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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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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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314 weigh 1 [wei] vt.权衡；考虑；称…重量 vi.重量为…；具有重要性；成为…的重荷；起锚 n.权衡；称重量

315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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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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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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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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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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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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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4 workers 2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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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27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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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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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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