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8-24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Mouse-sized Elephant Shrew
Rediscovered in Africa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6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in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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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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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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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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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sengi 12 森吉（扎伊尔辅币名）

7 to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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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 said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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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had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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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 h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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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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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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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mali 9 [səu'mɑ:li] n.索马里人；索马里语 adj.索马里的

14 Djibouti 8 [dʒə'bu:ti] n.吉布提（东非一共和国及其首都）

15 species 8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16 animal 7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7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8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9 w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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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researchers 6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21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2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3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4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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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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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global 5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27 heritage 5 ['heritidʒ] n.遗产；传统；继承物；继承权 n.(Heritage)人名；(英)赫里蒂奇

28 its 5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9 team 5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30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1 adj 4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32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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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4 elephant 4 ['elifənt] n.象；大号图画纸

35 never 4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6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7 reported 4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

38 seen 4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39 sma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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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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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whe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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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wildlife 4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43 years 4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44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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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Africa 3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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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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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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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believe 3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50 collected 3 [kə'lektid] adj.镇定的；收集成的 v.收集；聚集（collect的过去式）

51 conservation 3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
52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53 fin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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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fir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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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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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group 3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57 living 3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58 looked 3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59 lost 3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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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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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onl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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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search 3 [sə:tʃ] vi.搜寻；调查；探求 vt.搜索；搜寻；调查；搜查；探求 n.搜寻；探究，查究 n.(Search)人名；(英)瑟奇

64 shrew 3 [ʃru:] n.泼妇，悍妇

65 s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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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Somalia 3 [səu'mɑ:liə; -ljə] n.索马里（非洲）

67 trap 3 vt.诱捕；使…受限制；使…陷入困境；吸收；使…上当 n.陷阱；圈套；困境；[建]存水湾 vi.设陷阱 n.(Trap)人名；(英)特
拉普

68 us 3 pron.我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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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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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AFP 2 n. 法新社 (=Agence France Presse)；【医】甲胎蛋白（= alpha fetoprotein）

73 alive 2 [ə'laiv] adj.活着的；活泼的；有生气的

74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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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amazing 2 [ə'meiziŋ] adj.令人惊异的 v.使吃惊（amaze的ing形式）

76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77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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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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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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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disappeared 2 [dɪsə'piəd] adj. 消失的 动词disapp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82 doing 2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83 extant 2 [ek'stænt, 'ekstənt] adj.现存的；显著的

84 formal 2 ['fɔ:məl] adj.正式的；拘谨的；有条理的 n.正式的社交活动；夜礼服 n.(Formal)人名；(法)福马尔

85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86 hair 2 [hεə] n.头发；毛发；些微 vt.除去…的毛发 vi.生长毛发；形成毛状纤维 adj.毛发的；护理毛发的；用毛发制成的

87 included 2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88 individuals 2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89 involving 2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90 just 2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91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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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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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95 mammal 2 ['mæməl] n.[脊椎]哺乳动物

96 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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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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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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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mouse 2 [maus, mauz] n.鼠标；老鼠；胆小羞怯的人 vt.探出 vi.捕鼠；窥探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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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opened 2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
102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03 population 2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104 rediscovered 2 [riː dɪs'kʌvəd] 重新找到； 重新发现

105 related 2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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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scientific 2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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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serendipitous 2 [,serən'dipitəs] adj.偶然发现的

110 set 2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111 similar 2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112 sized 2 [saizd] adj.有…大小的 v.相比（size的过去分词）；按大小分类

113 specimens 2 n. 标本，样品，范例（specimen的名词复数）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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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tail 2 [teil] n.尾巴；踪迹；辫子；燕尾服 vt.尾随；装上尾巴 vi.跟踪；变少或缩小 adj.从后面而来的；尾部的

116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117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118 tuft 2 [tʌft] n.一簇；丛生植物；一丛 vt.用丛毛装饰 vi.丛生 n.(Tuft)人名；(英)塔夫特

119 w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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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121 with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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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23 aardvark 1 ['ɑ:d,vɑ:k] n.[脊椎]土豚；非洲食蚁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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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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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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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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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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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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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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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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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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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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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attempts 1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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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138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139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
140 boundaries 1 ['baʊndri] n. 边界；分界线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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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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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butter 1 ['bʌtə] vt.涂黄油于；讨好 n.黄油；奶油；奉承话 n.(Butter)人名；(英)巴特；(德、匈)布特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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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cancer 1 ['kænsə] n.癌症；恶性肿瘤

146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147 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
148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149 cen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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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closely 1 ['kləusli] adv.紧密地；接近地；严密地；亲近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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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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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creature 1 ['kri:tʃə] n.动物，生物；人；创造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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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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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cute 1 [kju:t] adj.可爱的；漂亮的；聪明的，伶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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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differs 1 英 ['dɪfə(r)] 美 ['dɪfər] vi. 不同；有区别

160 distantly 1 ['distəntli] adv.远离地；疏远地；冷淡地

161 documentation 1 [,dɔkjumen'teiʃən] n.文件,证明文件,史实,文件编制

162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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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4 duke 1 [dju:k, du:k] n.公爵，（公国的）君主；公爵（种）樱桃 n.(Duke)人名；(西、俄、瑞典、英)杜克

165 Durham 1 ['dʌrəm] n.达拉谟（英格兰一郡及其首府名）；一种产自该地的有短角肉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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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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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169 elephants 1 ['elifənts] n.大象（elephant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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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English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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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
173 estimate 1 ['estimeit] vi.估计，估价 n.估计，估价；判断，看法 vt.估计，估量；判断，评价

174 Ethiopia 1 [,i:θi'əupiə] n.埃塞俄比亚

175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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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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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existed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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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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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experts 1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82 extension 1 [ik'stenʃən] n.延长；延期；扩大；伸展；电话分机

183 facebook 1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184 failed 1 [feild] adj.已失败的，不成功的 v.失败，不成功（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5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186 feeds 1 [fiː d] vt. 喂养；饲养；靠 ... 为生；向 ... 提供 vi. 吃饲料；进餐 n. 一餐；饲料；饲养

187 fieldwork 1 ['fi:ldwə:k] n.野外工作；现场工作；野战工事

188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189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190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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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fur 1 [fə] n.皮，皮子；毛皮；软毛 n.水垢 vt.用毛皮覆盖；使穿毛皮服装 n.(Fur)人名；(法)菲尔；(瑞典)富尔

193 furry 1 ['fə:ri] adj.毛皮的；盖着毛皮的；似毛皮的 n.(Furry)人名；(英)弗里

194 Galen 1 ['geilin] n.伽林（古希腊名医及有关医术的作家）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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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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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greatly 1 ['greitli] adv.很，大大地；非常

198 grows 1 英 [ɡrəʊ] 美 [ɡroʊ] v. 增加；生长；变成；种植；逐渐开始

199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00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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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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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204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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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06 historical 1 [his'tɔrikəl] adj.历史的；史学的；基于史实的

207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208 horn 1 [hɔ:n] n.喇叭，号角；角 vt.装角于 n.(Horn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捷、罗、波、芬、希、瑞典)霍恩；(法)奥尔恩；(柬)洪

209 houssein 1 侯赛因

210 identification 1 [ai,dentifi'keiʃən] n.鉴定，识别；认同；身份证明

211 identify 1 vt.确定；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；使参与；把…看成一样vi.确定；认同；一致

212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213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214 interesting 1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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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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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218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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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knew 1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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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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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224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225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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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228 lemur 1 ['li:mə] n.[脊椎]狐猴 n.(Lemur)人名；(法)勒米尔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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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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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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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233 luck 1 [lʌk] n.运气；幸运；带来好运的东西 vi.靠运气，走运；凑巧碰上 n.(Luck)人名；(德、瑞典)卢克；(英)勒克；(法)吕克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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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manatee 1 [,mænə'ti:] n.海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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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238 met 1 [met] v.遇见（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et)人名；(瑞典)梅特

239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240 milk 1 [milk] n.牛奶；乳状物 vt.榨取；挤…的奶 vi.挤奶 n.(Milk)人名；(英)米尔克

241 Moore 1 [muə; mɔ:] n.摩尔（男子名）

242 museum 1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243 museums 1 [m'juːziəmz] n. 博物馆，展览馆（名词museum的复数形式）

244 natur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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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246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47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

248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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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oatmeal 1 ['əutmi:l] n.燕麦粥；燕麦片

251 objects 1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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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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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operation 1 [,ɔpə'reiʃən] n.操作；经营；[外科]手术；[数][计]运算

255 organized 1 ['ɔ:gənaizd] adj.有组织的；安排有秩序的；做事有条理的 v.组织（organiz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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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58 over 1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259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260 paintings 1 ['peɪntɪŋz] n. 绘画作品；绘画艺术 名词painting的复数形式.

261 peanut 1 ['pi:nʌt] n.花生

262 physical 1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263 pictures 1 ['pɪktʃəz] n.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.

264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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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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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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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8 presse 1 Die Presse (German-Neue Freie Presse)-Vienna's Press (德语)维也纳通信社

269 proves 1 [pruːv] v. 证明；检验；结果是；发酵

270 public 1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271 publication 1 [,pʌbli'keiʃən] n.出版；出版物；发表

272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73 rare 1 adj.稀有的；稀薄的；半熟的 adj.杰出的；极度的；非常好的 adv.非常；极其 vi.用后腿站起；渴望

274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275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76 rediscover 1 英 [ˌriː dɪ'skʌvə(r)] 美 [ˌriː dɪ'skʌvər] v. 重新发现

277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278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t] 美 [rɪ'pɔːrt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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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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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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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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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82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283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284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285 robin 1 ['rɔbin] n.知更鸟 鸫

286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87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288 sculptures 1 英 ['skʌlptʃə(r)] 美 ['skʌlptʃər] n. 雕塑；雕刻 v. 雕刻；雕塑；刻蚀；当雕刻师

289 searches 1 英 [sɜːtʃ] 美 [sɜːrtʃ] v. 搜寻；探求；调查 n. 搜寻；搜索；调查



290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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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2 shortly 1 ['ʃɔ:tli] adv.立刻；简短地；唐突地

293 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294 sighting 1 [saitiŋ] n.瞄准；照准；视线 v.看见（sight的ing形式）

295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296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297 specimen 1 ['spesimin, -əmən] n.样品，样本；标本

298 steven 1 ['sti:vən] n.史蒂文（男子名）

299 still 1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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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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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surprise 1 [sə'praiz] n.惊奇，诧异；突然袭击 vt.使惊奇；奇袭 adj.令人惊讶的

304 surprising 1 [sə'praiziŋ] adj.令人惊讶的；意外的 v.使惊奇；意外发现（surprise的ing形式）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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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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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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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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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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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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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1 tip 1 vi.给小费；翻倒；倾覆 vt.给小费；倾斜；翻倒；装顶端 n.小费；尖端；小建议，小窍门；轻拍

312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313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14 traps 1 [træps] n.[计]陷阱；圈套（trap的复数形式）；手提行李；随身用物品

315 trip 1 [trip] vi.绊倒；远足；犯错误；轻快地走 n.旅行；绊倒；差错 vt.绊倒；使犯错 n.(Trip)人名；(荷)特里普

316 tufted 1 ['tʌftid] adj.成簇状的；植绒的；装缨球的；用穗饰的 v.用丛毛装饰（tuft的过去式）

317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18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319 unknown 1 ['ʌn'nəun] adj.未知的；陌生的，默默无闻的 n.未知数；未知的事物，默默无闻的人

320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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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useful 1 ['ju:sful] adj.有用的，有益的；有帮助的

322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23 valuable 1 ['væljuəbl] adj.有价值的；贵重的；可估价的 n.贵重物品

324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325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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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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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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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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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wonder 1 [ˈwʌndə(r)] n.惊奇；奇迹；惊愕 vi.怀疑；想知道；惊讶 vt.怀疑；惊奇；对…感到惊讶 adj.奇妙的；非凡的 n.Wonder，
旺德（人名）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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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

332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333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34 yeast 1 [ji:st] n.酵母；泡沫；酵母片；引起骚动因素

335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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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