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9-14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Ancient New Guinea 'Singing
Dog' Rediscovered after 50 Year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6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in 3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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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2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guinea 20 ['gini] n.几内亚；基尼（英国旧时金币名）

5 new 20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6 to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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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dog 16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
8 tha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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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dogs 14 n.狗（dog的复数）；瘦狗类 v.紧紧跟踪；追猎；紧随（dog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Dogs)人名；(德)多格斯

10 singing 14 ['siŋiŋ] n.歌唱；歌声；耳鸣；振鸣 adj.唱歌的；音乐般的 v.唱歌（sing的ing形式）

11 wild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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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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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from 10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4 highland 10 ['hailənd] n.高地；丘陵地带 adj.高原的；高地的

15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6 researchers 10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17 genetic 8 [dʒi'netik] adj.遗传的；基因的；起源的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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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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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national 6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21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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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3 breed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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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ha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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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 other 5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6 research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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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7 two 5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8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9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0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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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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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DNA 4 [,di:,en'ei] abbr.脱氧核糖核酸（deoxyribonucleicacid）；（美国）国防部核子局（DefenseNuclearAgency）

33 for 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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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institute 4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36 known 4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37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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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38 someth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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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stud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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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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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2 ancient 3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43 extinct 3 [ik'stiŋkt] adj.灭绝的，绝种的；熄灭的 vt.使熄灭

44 genome 3 ['dʒi:nəum] n.基因组；染色体组

45 human 3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46 Indonesia 3 ['indəu'ni:zjə,-ʒə] n.印尼，印度尼西亚（东南亚岛国）

47 information 3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48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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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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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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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Papua 3 ['pæpjuə] n.巴布亚岛（新几内亚岛NewGuinea的旧名）

52 scientists 3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53 sounds 3 ['saʊndz] n. 声音，响声（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） v. 听起来；感觉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发音（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
形式）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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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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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academy 2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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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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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animal 2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60 animals 2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61 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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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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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breeds 2 [briː d] v. 繁殖；养育；引起，产生；教养 n. 品种；血统

65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66 captivity 2 [kæp'tivəti] n.囚禁；被关

67 create 2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68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69 essence 2 ['esəns] n.本质，实质；精华；香精 n.(Essence)人名；(英)埃森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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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half 2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72 howl 2 [haul] vi.咆哮；怒吼；狂吠 vt.狂喊着说；对…吼叫 n.嗥叫；怒号；嚎哭

73 island 2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
74 largest 2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75 likely 2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76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77 made 2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78 mine 2 [main] n.矿，矿藏；矿山，矿井；地雷，水雷 vt.开采，采掘；在…布雷 vi.开矿，采矿；埋设地雷 pron.我的 n.(Mine)人
名；(德、塞、土、毛里塔)米内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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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80 NIH 2 abbr. (美国)全国卫生研究所(=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)

81 note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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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2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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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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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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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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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predecessor 2 ['pri:disesə, 'pre-] n.前任，前辈

87 proceedings 2 [prə'si:diŋz] n.诉讼；行动（proceeding的复数形式）；会议记录；议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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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report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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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sai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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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same 2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92 samples 2 ['sɑːmplz] n. 采样；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.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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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sciences 2 科学

95 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96 sequences 2 ['siː kwəns] n. 顺序；连续；次序；一系列 vt. 按顺序排好

97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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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8 similarities 2 [ˌsɪmə'lærəti] n. 相似；类似

99 stated 2 ['steitid] adj.规定的；阐明的；定期的 v.规定（state的过去分词）；陈述；阐明

100 statement 2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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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substance 2 ['sʌbstəns] n.物质；实质；资产；主旨

103 suggested 2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4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105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106 visi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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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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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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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10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1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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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acid 1 ['æsid] n.酸；<俚>迷幻药 adj.酸的；讽刺的；刻薄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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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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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117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18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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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20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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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basically 1 ['beisikəli] adv.主要地，基本上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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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125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26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127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128 belongs 1 英 [bɪ'lɒŋ] 美 [bɪ'lɔːŋ] vi. 应归入；属于

129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130 blood 1 [blʌd] n.血，血液；血统 vt.从…抽血；使先取得经验 n.(Blood)人名；(英、西)布拉德

131 bred 1 [bred] br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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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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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captive 1 ['kæptiv] adj.被俘虏的；被迷住的 n.俘虏；迷恋者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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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carries 1 ['kæri] v. 携带；运送；搬运；带有；传播；承载 n. 【计】进位；运载

138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139 cells 1 ['selz] n. 单元；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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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characteristics 1 [ˌkærɪktə'rɪstɪk] n. 特性；特征；特点 名词characteristic的复数形式.

142 chemical 1 ['kemikəl] n.化学制品，化学药品 adj.化学的

143 clearly 1 ['kliəli] adv.清晰地；明显地；无疑地；明净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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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closer 1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
146 collect 1 [kə'lekt] vt.收集；募捐 vi.收集；聚集；募捐 adv.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.由收件人付款的 n.(Collect)人名；(英)科莱克特

147 combined 1 [kəm'baind] adj.结合的；[数]组合的 v.使结合；联合（combine的过去分词）

148 comes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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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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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151 comparing 1 [kəm'peərɪŋ] n. 比较 动词compare的现在分词.

152 comparisons 1 [kəm'pærɪsnz] 比较

153 confirmed 1 [kən'fə:md] adj.确认的；保兑的；坚定的；惯常的 v.确证；使坚定（confirm的过去分词）；批准

154 continued 1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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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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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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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deoxyribonucleic 1 英 [diː ˌɒksiː raɪbəʊnuː'kliː ɪk] 美 [diː ˌɒksiː raɪboʊnuː'kliː ɪk] adj. 脱氧核糖核的 n. 脱氧核糖核酸(简称DNA)

159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60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161 eastern 1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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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educational 1 [,edju:'keiʃənəl] adj.教育的；有教育意义的



164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65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166 Elaine 1 [e'lein] n.伊莱恩（女子名）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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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69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
170 examined 1 [ɪg'zæmɪnd] adj. 检查过的；诊察过的；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1 exist 1 [ig'zist] vi.存在；生存；生活；继续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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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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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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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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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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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foundation 1 [faun'deiʃən] n.基础；地基；基金会；根据；创立

181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182 gold 1 [gəuld] n.金，黄金；金色；金币 adj.金的，金制的；金色的 n.(Go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、罗、捷、瑞典)戈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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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grasberg 1 格拉斯贝格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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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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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heidi 1 ['haidi] n.海蒂（Adalheid的昵称）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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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Highlands 1 ['hailəndz] n.高原地区；山岳地带（highland的复数形式）

191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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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ideas 1 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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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inbreeding 1 ['in,bri:diŋ] n.近亲交配；同系繁殖 v.近亲交配（inbreed的ing形式）

196 independent 1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
197 Institutes 1 英 ['ɪnstɪtjuːt] 美 ['ɪnstɪtuːt] n. 学院；学会；协会 vt. 开始；制定；创立

198 investigator 1 [in'vestigeitə] n.研究者；调查者；侦查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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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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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202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克；(匈)洛克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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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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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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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06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207 liv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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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lo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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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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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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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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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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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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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mountain 1 [ˈmauntin，ˈmaʊntən] n.山；山脉 n.(Mountain)人名；(英)芒廷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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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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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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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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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noises 1 ['nɔɪzɪz] n. 噪音 名词noise的复数形式.

221 nucleotides 1 [n'juːkliː əʊtaɪdz] 核苷酸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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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observations 1 [ɒbzə'veɪʃnz] n. 观察值 名词observation的复数形式.

224 ocean 1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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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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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Ostrander 1 n. 奥斯特兰德

228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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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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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overtone 1 ['əuvətəun] n.[声]泛音；暗示，寓意；弦外之音

232 overtones 1 英 ['əʊvəˌtəʊnz] 美 ['oʊvəˌtoʊnz] n. 弦外之音；次要的意义；暗示 名词overtone的复数形式.

233 pacific 1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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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parker 1 n.停放车辆的人 n.(Parker)人名；(英、俄、西、瑞典、德、捷)帕克 n.(Parker)派克笔

236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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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photographed 1 英 ['fəʊtəɡrɑːf] 美 ['foʊtəɡræf] n. 相片 vi. 拍照，摄影；被照相 vt. 给 ... 照相

239 phr 1 ['piː 'etʃ'ɑ rː] n. 照相侦察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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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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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leasing 1 ['pli:ziŋ] adj.令人愉快的；讨人喜欢的；合意的 v.取悦（please的现在分词）

243 populations 1 [pɒpjʊ'leɪʃnz] 居群

244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245 protective 1 [prəu'tektiv] adj.防护的；关切保护的；保护贸易的

246 proves 1 [pruːv] v. 证明；检验；结果是；发酵

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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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rarest 1 [reərɪst] adj. 稀罕的；珍贵的 形容词rare的最高级.

249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50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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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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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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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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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sad 1 [sæd] adj.难过的；悲哀的，令人悲痛的；凄惨的，阴郁的（形容颜色）

256 sample 1 ['sɑ:mpl, 'sæ-] vt.取样；尝试；抽样检查 n.样品；样本；例子 adj.试样的，样品的；作为例子的 n.(Sample)人名；(英)桑
普尔

257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58 scientist 1 ['saiəntist] n.科学家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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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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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separation 1 [,sepə'reiʃən] n.分离，分开；间隔，距离；[法]分居；缺口

262 sequence 1 ['si:kwəns] n.[数][计]序列；顺序；续发事件 vt.按顺序排好

263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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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266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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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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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sm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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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song 1 [sɔŋ, sɔ:ŋ] n.歌曲；歌唱；诗歌；鸣声 n.(Song)人名；(泰)颂；(柬)松；(英)桑；(老)宋；(越)双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松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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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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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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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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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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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279 test 1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280 tests 1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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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theorized 1 英 ['θɪəraɪz] 美 ['θiː əraɪz] v. 推理；建立理论；理论化 =theorise.

283 theory 1 ['θiəri, 'θi:ə-] n.理论；原理；学说；推测

284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85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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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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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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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290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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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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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uncovered 1 [,ʌn'kʌvəd] adj.无覆盖物的；[保险]未保险的；无盖的 v.揭露（uncover的过去分词）；脱帽致敬；移去覆盖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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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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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unlike 1 [,ʌn'laik] adj.不同的，不相似的 prep.和…不同，不像

297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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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us 1 pron.我们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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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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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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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304 whale 1 [hweil] vt.猛揍；使惨败 vi.捕鲸 n.鲸；巨大的东西 n.(Whale)人名；(英)惠尔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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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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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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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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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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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311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12 zoos 1 [zu ]ː n. 动物园；拥挤杂乱的地方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