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9-14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Study Shows Unusual
Evolutionary Changes in African Wild Dog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2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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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that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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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nd 1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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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of 1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7 an 10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8 animal 10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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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wild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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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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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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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dog 6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
15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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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 dog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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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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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prey 5 [prei] vi.捕食；掠夺；折磨 n.捕食；牺牲者；被捕食的动物 n.(Prey)人名；(英、法)普雷；(德)普赖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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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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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2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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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changes 3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25 digit 3 ['didʒit] n.数字；手指或足趾；一指宽

26 fro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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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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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hunt 3 [hʌnt] vt.打猎；搜索 vi.打猎；搜寻 n.狩猎；搜寻 n.(Hunt)人名；(德、瑞典)洪特；(英)亨特；(法)安

29 hunting 3 ['hʌntiŋ] n.打猎；追逐；搜索 adj.打猎的；振荡的 v.狩猎；寻找（hunt的ing形式）；追捕 n.(Hunting)人名；(英)亨廷

30 identified 3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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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kills 3 [kɪl] v. 杀死；终止；消灭；使痛苦；消磨；使精疲力竭 n. 杀；猎获物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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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 muscles 3 ['mʌslz] n. 肌肉 名词muscle的复数形式.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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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36 perce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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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smith 3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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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speed 3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繁
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40 strength 3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
41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2 unusual 3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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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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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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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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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awareness 2 n.意识，认识；明白，知道 n.人群对品牌或产品的认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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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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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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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food 2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53 four 2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54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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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having 2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56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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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hour 2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
58 Hunts 2 [hʌnts] n.狩猎，追捕（hunt的复数形式） v.狩猎，搜索（hunt的三单形式）

59 hyenas 2 n. 土狼（hyena的复数形式）

60 increased 2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1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62 kilometers 2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63 limb 2 [lim] n.肢，臂；分支；枝干 vt.切断…的手足；从…上截下树枝 n.(Limb)人名；(朝)林；(英)利姆

64 lions 2 [[ˈlaiənz] n.狮子（lion的复数）；雄狮；腰角 n.(Lions)人名；(法)利翁

65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66 Midwestern 2 ['mid'westən] adj.美国中西部的

67 movement 2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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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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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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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paws 2 abbr. 极地自动天气站(=Polar Automatic Weather Station) abbr. 程控自动焊接系统(=Programmed Automatic Welding System)
n. 脚爪；爪子；<口>手（名词paw的复数形式）

72 predators 2 [p'redətəz] 食虫动物

73 quie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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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re 2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75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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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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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8 stability 2 [stə'biliti] n.稳定性；坚定，恒心

79 stealth 2 [stelθ] n.秘密；秘密行动；鬼祟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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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team 2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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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tissue 2 n.组织；纸巾；薄纱；一套 vt.饰以薄纱；用化妆纸揩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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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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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88 ac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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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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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91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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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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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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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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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98 Arizona 1 [,æri'zəunə] n.美国亚利桑那州

99 arm 1 n.手臂；武器；袖子；装备；部门 vi.武装起来 vt.武装；备战

100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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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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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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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106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107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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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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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careful 1 ['kεəful] adj.仔细的，小心的

110 carnivore 1 ['kɑ:nivɔ:] n.[动]食肉动物；食虫植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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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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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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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chases 1 [tʃeɪs] vt. 追捕；追求；镂刻，雕刻；试图赢得 vi. 奔跑；追赶 n. 追捕；争取；狩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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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collapses 1 [kə'læpsɪz] v. 倒塌，崩溃，瓦解，折叠（collaps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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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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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

120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121 containing 1 [kən'teɪnɪŋ] n. 包含；包括 v. 容纳；包含；抑制；克制（动词contain的现在分词）

122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123 danger 1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
124 day 1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125 demand 1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
126 demonstrating 1 ['demənstreɪt] vt. 证明；演示；示范 vi. 示威

127 depend 1 [di'pend] vi.依赖，依靠；取决于；相信，信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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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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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digits 1 ['dɪdʒɪts] n. 人的手指或足趾 n. 数字 名词digit的复数形式.

131 discovery 1 [dis'kʌvəri] n.发现，发觉；被发现的事物

132 distances 1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
133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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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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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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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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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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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effective 1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
139 ending 1 ['endiŋ] n.结局；结尾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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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evolutionary 1 [,i:və'lu:ʃənəri] adj.进化的；发展的；渐进的

142 examination 1 [ig,zæmi'neiʃən] n.考试；检查；查问

143 exists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
144 expansions 1 n. 扩展（expansion的复数形式）

145 explosive 1 [ik'spləusiv] adj.爆炸的；爆炸性的；爆发性的 n.炸药；爆炸物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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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feet 1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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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finger 1 ['fiŋgə] n.手指；指针，指状物 vt.伸出；用手指拨弄 vi.用指触摸；拨弄 n.(Fing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芬格；(俄)芬格尔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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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forearm 1 ['fɔ:rɑ:m] n.前臂 vt.预先武装；准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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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forward 1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
154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155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156 Glendale 1 ['glendeil] n.格兰岱尔市（美国城市名）；一种老式的雪佛兰车

157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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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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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161 heather 1 ['heðə] adj.杂色的；似石南的 n.石南属植物 n.(Heather)人名；(英)希瑟

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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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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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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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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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hunted 1 ['hʌntid] adj.被捕猎的；受迫害的 v.狩猎；追捕（hunt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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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identifies 1 [aɪ'dentɪfaɪ] vt. 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，认出；认明；把…看成一样 vi. 认同；感同身受

169 imaging 1 ['imidʒiŋ] n.成像 v.想像（image的ing形式）；画…的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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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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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73 jumps 1 v.跳跃；暴增（jump的三单形式） n.跳跃；猛涨（jump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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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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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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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launch 1 [lɔ:ntʃ, lɑ:ntʃ] vt.发射（导弹、火箭等）；发起，发动；使…下水 vi.开始；下水；起飞 n.发射；发行，投放市场；下
水；汽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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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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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leg 1 [leg] n.腿；支柱

181 lets 1 abbr.地方交易系统（LocalExchangeTradingSystem）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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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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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lose 1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
186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187 mad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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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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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material 1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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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meat 1 [mi:t] n.肉，肉类（食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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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methods 1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194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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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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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movements 1 ['muːvmənts] n. 动作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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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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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nerve 1 [nə:v] n.神经；勇气；[植]叶脉 vt.鼓起勇气

200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01 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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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3 observed 1 [əb'zɜːvd] adj. 被观察的，被观测的 v. 观察，观测（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,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）

204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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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06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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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par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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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paw 1 [pɔ:] vt.抓，扒；亲昵地抚摸 vi.用爪子抓；翻找 n.爪子；手

210 periods 1 ['pɪrɪədz] n.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.

211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212 person 1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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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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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possibly 1 ['pɔsəbli] adv.可能地；也许；大概

216 predator 1 ['predətə] n.[动]捕食者；[动]食肉动物；掠夺者

217 proprioception 1 [,prəupriəu'sepʃən] n.[生理]本体感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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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20 recorded 1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
221 reduction 1 n.减少；下降；缩小；还原反应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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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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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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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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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26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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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resist 1 [ri'zist] vi.抵抗，抗拒；忍耐 vt.抵抗；忍耐，忍住 n.[助剂]抗蚀剂；防染剂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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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人名；(英)朗宁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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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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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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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searc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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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secret 1 ['si:krit] n.秘密；秘诀；机密 adj.秘密的；机密的 n.(Secret)人名；(法)塞克雷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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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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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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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240 skills 1 技能

241 skin 1 [skin] n.皮肤；外皮 vt.剥皮 vi.愈合；长皮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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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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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45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246 stamina 1 ['steiminə, 'stæ-] n.毅力；精力；活力；持久力

247 successful 1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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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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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supports 1 [sə'pɔː ts] n. 支持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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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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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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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55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56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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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8 through 1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259 thumb 1 [θʌm] vt.翻阅；以拇指拨弄；作搭车手势；笨拙地摆弄 vi.用拇指翻书页；竖起拇指要求搭车 n.拇指

260 tired 1 ['taiəd] adj.疲倦的；厌倦的，厌烦的 v.疲倦；对…腻烦（tir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261 tiredness 1 ['taiədnis] n.疲劳；疲倦

262 toe 1 [təu] n.脚趾；足尖 vt.用脚尖走；以趾踏触 vi.动脚尖；用足尖跳舞 n.(Toe)人名；(布基)托埃；(缅)梭；(朝)堆；(日)土江(姓)

263 toes 1 英 [təʊ] 美 [toʊ] n. 脚趾；足尖 vt. 趾触；趾踢 vi. 踮着脚尖走 abbr. 吨油当量（=Ton Oil Equivalent）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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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66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267 turn 1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268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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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us 1 pron.我们

271 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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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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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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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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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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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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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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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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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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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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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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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3 wrist 1 [rist] n.手腕；腕关节 vt.用腕力移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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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