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9-12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Male Elephants Are Not
Loners After All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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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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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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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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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ded 3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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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frica 2 ['æfrikə] n.非洲

9 African 2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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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12 aged 1 ['eidʒid] adj.年老的；…岁的；老年人特有的 v.老化（age的过去式）；成熟；变老

13 ages 1 [eɪdʒ] n. 年龄；时代；时期；长时间 v. （使）变老；（使）陈化

14 aggressive 1 [ə'gresiv] adj.侵略性的；好斗的；有进取心的；有闯劲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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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len 3 ['ælən] n.艾伦（男子名）

17 alone 2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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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20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21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2 and 1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3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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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r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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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7 aren 1 阿伦

28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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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sian 1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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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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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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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4 behavior 2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
35 biologist 1 [bai'ɔlədʒist] n.生物学家

36 boteti 1 博特蒂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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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38 Botswana 2 [bɔ'tswɑ:nə] n.博茨瓦纳（非洲中南部国家）

39 breed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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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41 brook 1 [bruk] vt.忍受；容忍 n.小溪；小河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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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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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amera 1 ['kæmərə] n.照相机；摄影机 n.(Camera)人名；(英、意、西)卡梅拉

45 cameras 1 ['kæmərəz] 照相机； 暗箱； 摄像机； 摄影机

46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47 caring 1 ['kεəriŋ] adj.有同情心的；表示或感到关怀或关心的 v.关心；照顾（care的现在分词）

48 Carl 1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49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0 childcare 1 英 ['tʃaɪldkeə(r)] 美 ['tʃaɪldker] n. 幼托

51 Christina 1 [kri'sti:nə] n.克里斯蒂娜（女子名）

52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53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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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onnie 1 ['kɔni] n.康妮（女子名，Constance的昵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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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
58 contributing 1 [kənt'rɪbju tːɪŋ] adj. 贡献的；起作用的 动词contribute的现在分词.

59 contribution 1 [,kəntri'bju:ʃən] n.贡献；捐献；投稿

60 contributions 1 [kɒntrɪb'ju ʃːnz] 贡献

61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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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
64 Diana 1 [dai'ænə] n.黛安娜（女子名，罗马神话中之处女性守护神）；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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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dolphins 1 ['dɒlfɪn] n. 海豚 名词dolphin的复数形式.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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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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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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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ears 1 abbr. 电声额定系统(=Electro-Acoustic Rating System)； n. 耳朵（名词ear的复数形式）；【报刊】报头小栏，报耳

71 ecologist 1 [i:'kɔlədʒist] n.生态学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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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elephant 2 ['elifənt] n.象；大号图画纸

74 elephants 15 ['elifənts] n.大象（elephant的复数）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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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Exeter 1 ['eksitə] n.埃克塞特（英国英格兰西南部城市）

77 experienced 1 [ik'spiəriənst] adj.老练的，熟练的；富有经验的

78 family 2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79 female 2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80 females 1 ['fiː meɪlz] 女性

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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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83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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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flexible 1 ['fleksibl] adj.灵活的；柔韧的；易弯曲的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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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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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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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0 front 1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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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gained 1 [geɪnd] adj.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93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94 grandparents 1 ['grændpeərənts] n. 外祖父母；祖父母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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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group 5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97 grouping 1 ['gru:piŋ] n.分组，分类 v.分组（group的现在分词）

98 groups 2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99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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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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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2 herd 2 [hə:d] n.兽群，畜群；放牧人 vi.成群，聚在一起 vt.放牧；使成群 n.(Herd)人名；(英、芬)赫德

103 herds 1 英 [hɜːd] 美 [hɜːrd] n. 兽群；牧人；群 vt. 放牧；群集；使 ... 成群，把…赶到一起 vi. 聚在一起

104 hidden 1 ['hidən] adj.隐藏的 v.隐藏，躲藏（hide的过去分词） n.(Hidden)人名；(英)希登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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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07 hunter 1 ['hʌntə] n.猎人；猎犬；搜寻者

108 hunters 1 n. 亨特斯(在美国；西经 118º12' 北纬 48º09'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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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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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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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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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introduced 1 [ɪntrəd'juːst] v. 介绍，引进（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15 involv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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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6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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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19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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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

122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123 ki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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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knowledge 1 ['nɔlidʒ] n.知识，学问；知道，认识；学科 n.(Knowledge)人名；(南非)诺利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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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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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128 larson 1 n. 拉森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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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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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132 led 2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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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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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lived 1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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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loners 4 ['ləʊnərz] 不合作者

139 long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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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0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141 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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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male 8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
144 males 11 ['meɪlz] n. 壮丁；男人 名词male的复数形式.

145 mammals 1 ['mæml] n. 哺乳动物 名词mamm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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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mature 3 [mə'tjuə] adj.成熟的；充分考虑的；到期的；成年人的 vi.成熟；到期 vt.使…成熟；使…长成；慎重作出

148 mid 1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
149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150 mixed 1 [mikst] adj.混合的；形形色色的；弄糊涂的 v.混合；弄混（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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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mo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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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mother 1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
154 mouth 1 [mauθ] n.口，嘴；河口 vt.做作地说，装腔作势地说；喃喃地说出 vi.装腔作势说话

155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156 mysterious 1 [mi'stiəriəs] adj.神秘的；不可思议的；难解的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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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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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nose 1 [nəuz] n.鼻子；嗅觉；突出的部分；探问 vt.嗅；用鼻子触 vi.小心探索着前进；探问

161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62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

163 of 2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64 often 5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65 Older 7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166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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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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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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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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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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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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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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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paper 2 ['peipə] n.纸；论文；文件；报纸 adj.纸做的 vt.用纸糊；用纸包装 vi.贴糊墙纸；发交通违章传票 n.(Paper)人名；(俄)帕
佩尔

174 par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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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part 2 n.部分；角色；零件；一些；片段 vt.分离；分配；分开 vi.断裂；分手 adv.部分地 adj.部分的 n.(Part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帕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176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177 passing 1 ['pɑ:siŋ, 'pæs-] adj.经过的；目前的；及格的；短暂的 n.经过；及格；流逝；去世 adv.非常 v.通过；及格；许可；传送
（pass的ing形式） n.(Passing)人名；(德)帕辛

178 pattern 2 ['pætən] n.模式；图案；样品 vt.模仿；以图案装饰 vi.形成图案

179 pl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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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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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plant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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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2 play 2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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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presence 1 ['prezəns] n.存在；出席；参加；风度；仪态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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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process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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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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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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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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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published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192 rarely 1 ['rεəli] adv.很少地；难得；罕有地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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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195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196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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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

199 reiss 3 n. 赖斯

200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201 repeated 1 [ri'pi:tid] adj.再三的，反复的 v.重复；复述（repeat的过去分词）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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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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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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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05 researchers 1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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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rhinoceros 1 [rai'nɔsərəs, ri-] n.[脊椎]犀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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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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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Russell 2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211 safina 2 萨菲纳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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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savannah 1 [sə'vænə] n.大草原，热带草原（等于savanna）

214 scientific 1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
215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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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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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shaped 1 [ʃeipt] adj.合适的；成某种形状的；有计划的 vt.发展；成形（shape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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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0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221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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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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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26 societies 1 [sə'saɪəti] n. 社会；(共同遵守一定的习俗、法律等的）特定群体；社团；协会；上层社会；社交圈；交往

227 society 1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228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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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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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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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233 sticks 1 [stɪks] n. 偏远的乡村；郊区 名词stick的复数形式.

234 stony 1 ['stəuni] adj.无情的；多石的；石头的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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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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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study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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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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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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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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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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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target 1 n.目标，指标；（攻击的）对象；靶子 v.把...作为目标；面向，对准（某群体） n.（Target）美国塔吉特公司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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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the 3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45 their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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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they 1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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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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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9 ties 1 [taɪz] tie的复数形式

250 tight 1 [tait] adj.紧的；密封的；绷紧的；麻烦的；严厉的；没空的；吝啬的 adv.紧紧地；彻底地 n.(Tight)人名；(英)泰特

251 to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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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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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tooth 1 [tu:θ] n.牙齿 vt.给……装齿 vi.啮合 n.(Tooth)人名；(英)图思

254 touch 1 [tʌtʃ] vt.接触；触动；使轻度受害 vi.触摸；涉及；接近；提到 n.接触；触觉；格调；少许 n.(Touch)人名；(柬)杜；(英)
陶奇

255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(英)特沃德

256 traveled 2 ['trævəld] adj.富有旅行经验的；旅客多的；旅客使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过去分词）

257 traveling 1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
258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
259 trunk 1 [trʌŋk] n.树干；躯干；象鼻；汽车车尾的行李箱 vt.把…放入旅行箱内 adj.干线的；躯干的；箱子的 n.(Trunk)人名；
(德、匈、西)特伦克

260 trunks 1 [trʌnks] n. 男用运动裤；游泳裤 名词trunk的复数形式.

261 turns 1 ['tɜːnz] n.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.

262 tusks 1 [tʌsks] n. 长牙；獠牙 名词tusk的复数形式.

263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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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valued 1 ['vælju:d] adj.重要的；宝贵的；贵重的；经估价的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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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videos 1 英 ['vɪdiəʊ] 美 ['vɪdioʊ] n. 录像；视频 v. 录制电视节目 adj. 视频的；录像的

268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
269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70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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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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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were 6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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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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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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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77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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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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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0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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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young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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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younger 2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