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0-12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Tasmanian Devils Return to
Australia Mainland after 3,000 Year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5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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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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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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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Devils 17 n.魔鬼；恶魔（devil的复数形式） v.折磨（devi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6 tha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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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nimals 1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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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O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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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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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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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they 8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3 will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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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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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6 mainland 7 ['meinlənd] n.大陆；本土 adj.大陆的；本土的 n.(Mainland)人名；(英)梅因兰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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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wild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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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years 7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0 be 6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1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2 population 6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23 Tasmanian 6 [tæz'meiniən; -njən] adj.塔斯马尼亚的；塔斯马尼亚语的 n.塔斯马尼亚人

24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5 environment 5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26 experts 5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27 their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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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nimal 4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29 Australian 4 [ɔ:'streɪljən] adj.澳大利亚的，澳大利亚人的 n.澳大利亚人

30 conservation 4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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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marsupials 4 [mɑ 'ːsuːpiəlz] 有袋类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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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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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released 4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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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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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9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40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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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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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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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ats 3 [kæts] abbr.高级电视研究中心（CentreforAdvancedTelevisionStudies）；计算机自动测试系统
（ComputerAutomatedTestSystem）；通信和跟踪系统（CommunicationsandTrackingSystem）；综合分析试验系统
（ComprehensiveAnalyticalTestSystem） n.(Cats)人名；(荷)卡茨

44 disease 3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45 Faulkner 3 ['fɔ:knə] n.福克纳（美国小说家，曾获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）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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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int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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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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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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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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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mo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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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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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projec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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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retur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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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s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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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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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state 3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58 Tasmania 3 [tæz'meiniə; -njə] n.塔斯马尼亚岛（位于澳洲东南方）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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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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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wildlife 3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62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63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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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adapt 2 [ə'dæpt] vt.使适应；改编 vi.适应

66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67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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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ark 2 [ɑ:k] n.约柜；方舟；（美）平底船；避难所 n.(Ark)人名；(俄、土)阿尔克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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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0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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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1 Aussie 2 ['ɔ:si:; 'ɔzi] n.澳洲人；澳大利亚人 adj.澳洲的

72 Australia 2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73 bod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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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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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causes 2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77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78 creatures 2 ['kriː tʃəz] n. 生物（creature的复数形式）

79 devil 2 n.魔鬼；撒旦；家伙；恶棍；淘气鬼；冒失鬼 vt.虐待，折磨；（用扯碎机）扯碎；（替作家，律师等）做助手；抹辣味
料烤制或煎煮

80 died 2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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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efforts 2 ['efəts] 努力

82 extinction 2 n.灭绝；消失；消灭；废止

83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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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ood 2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85 foxes 2 英 [fɒks] 美 [fɑːks] n. 狐狸；狡猾的人；<美>迷人的时髦女郎 vt. 欺骗；迷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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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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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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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hunt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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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insurance 2 [in'ʃuərəns] n.保险；保险费；保险契约；赔偿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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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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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la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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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95 mammals 2 ['mæml] n. 哺乳动物 名词mammal的复数形式.

96 meat 2 [mi:t] n.肉，肉类（食用）

97 Mooney 2 穆尼(姓氏)

98 nativ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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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off 2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100 pouch 2 [pautʃ] n.小袋；育儿袋；烟草袋 vi.成袋状 vt.使成袋状；把…装入袋中 n.(Pouch)人名；(捷)保赫；(英)波奇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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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protect 2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103 protection 2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104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05 refuge 2 ['refju:dʒ] n.避难；避难所；庇护 vt.给予…庇护；接纳…避难 vi.避难；逃避

106 release 2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107 shelter 2 ['ʃeltə] n.庇护；避难所；遮盖物 vt.保护；使掩蔽 vi.躲避，避难 n.(Shelter)人名；(英)谢尔特

108 situation 2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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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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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112 surreal 2 [sə'riəl] adj.超现实主义的；离奇的；不真实的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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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11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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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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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worked 2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20 activists 1 ['æktɪvɪsts] 积极分子

121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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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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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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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126 argue 1 ['ɑgju:] vi.争论，辩论；提出理由 vt.辩论，争论；证明；说服 n.(Argue)人名；(英、法)阿格

127 argument 1 ['ɑ:gjumənt] n.论证；论据；争吵；内容提要

128 attacked 1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129 babies 1 ['beɪbi] n. 婴儿；宝贝儿；孩子气的人 adj. 婴儿的；小型的 vt. 溺爱

130 baby 1 ['beibi] n.婴儿，婴孩；孩子气的人 vt.纵容，娇纵；把……当婴儿般对待 adj.婴儿的；幼小的 n.(Baby)人名；(法、葡)巴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
131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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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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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135 black 1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136 born 1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137 brown 1 [braun] adj.棕色的，褐色的；太阳晒黑的 vi.变成褐色 n.褐色，棕色 vt.使变成褐色 n.(Brown)人名；(英、意、芬、捷、
德、法、西、葡)布朗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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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cancerous 1 ['kænsərəs] adj.癌的；生癌的；像癌的

140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
141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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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color 1 ['kʌlə] n.颜色；肤色；颜料；脸色 vt.粉饰；给...涂颜色；歪曲 vi.变色；获得颜色

144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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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147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
148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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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151 conservationist 1 [,kɔnsə'veiʃənist] n.自然资源保护论者

152 conservationists 1 n.自然资源保护者，生态环境保护者( conservationist的名词复数 )

153 continent 1 ['kɔntinənt] n.大陆，洲，陆地 adj.自制的，克制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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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156 crushed 1 [krʌʃt] adj. 压碎的；碾碎的；起皱的 动词cr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7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158 dead 1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
159 deadly 1 ['dedli] adj.致命的；非常的；死一般的 adv.非常；如死一般地

160 decaying 1 [dɪ'keɪɪŋ] adj. 衰退；腐烂；颓坏 动词decay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61 defend 1 [di'fend] vt.辩护；防护 vi.保卫；防守

162 desired 1 [di'zaiəd] adj.渴望的；想得到的 v.渴望，要求（desir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163 destructive 1 [di'strʌktiv] adj.破坏的；毁灭性的；有害的，消极的

164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165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166 devices 1 [dɪ'vaɪsɪz] n. 设备

167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168 differently 1 ['difərəntli] adv.不同地；差异；各种

169 dingoes 1 英 ['dɪŋɡəʊ] 美 ['dɪŋɡoʊ] n. 澳洲野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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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dog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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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drop 1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172 dry 1 [drai] adj.干的；口渴的；枯燥无味的；禁酒的 vt.把…弄干 vi.变干 n.干涸 n.(Dry)人名；(法)德里

173 eaters 1 n.吃…的人( eater的名词复数 )

174 eating 1 ['i:tiŋ] adj.侵蚀的；可生食的；进餐用的 n.吃；食物 v.吃（ea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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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177 embryos 1 英 ['embrɪəʊz] 美 ['embrɪoʊz] n. 胚胎 名词embryo的复数形式.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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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environments 1 [en'vaɪərənmənts] 环境

180 establishing 1 [ɪ'stæblɪʃ] v. 建立；确立；创办；安顿

181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82 estimating 1 ['estɪmeɪtɪŋ] n. 估算；估计 动词estima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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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exploring 1 [ɪks'plɔː rɪŋ] n. 探索；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85 extra 1 ['ekstrə] adv.特别地，非常；另外 n.临时演员；号外；额外的事物；上等产品 adj.额外的，另外收费的；特大的

186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187 face 1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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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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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farm 1 [fɑ:m] vi.种田，务农；经营农场 n.农场；农家；畜牧场 vt.养殖；耕种；佃出（土地）

191 feeding 1 ['fi:diŋ] n.饲养；吃；输送 adj.供给饲料的；摄取食物的 v.饲养（feed的ing形式）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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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194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195 fit 1 ['fit] vt.安装；使……适应；使……合身；与……相符 vi.符合，配合；适合；合身 adj.健康的；合适的；恰当的；准备好的
n.合身；发作；痉挛 n.(Fit)人名；(捷、罗)菲特

196 flesh 1 [fleʃ] n.肉；肉体 vt.喂肉给…；使发胖 vi.长胖 n.(Flesh)人名；(英)弗莱什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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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8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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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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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202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203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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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guarantee 1 [,gærən'ti:] n.保证；担保；保证人；保证书；抵押品 vt.保证；担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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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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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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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historic 1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
211 home 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212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213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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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215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16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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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8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19 incredible 1 adj.难以置信的，惊人的；极好的

220 injury 1 ['indʒəri] n.伤害，损害；受伤处

221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222 islan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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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224 kangaroo 1 [,kængə'ru:] n.袋鼠

225 kangaroos 1 [ˌkæŋɡə'ru ]ː n. 袋鼠

226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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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kilograms 1 ['kɪləgræm] 千克； 公斤

229 koala 1 [kəu'ɑ:lə] n.树袋熊，无尾熊（产于澳大利亚，又名考拉）

230 koalas 1 n. 树袋熊（koala的复数形式）

231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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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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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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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236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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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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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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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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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mammal 1 ['mæməl] n.[脊椎]哺乳动物

243 marked 1 [mɑ:kt] adj.显著的；有记号的 v.表示（mark的过去分词）；作记号；打分数

244 mating 1 ['meitiŋ] n.（动物等的）交配，交尾；配套；（植物等的）杂交 v.交配；使配对；使紧密配合（mate的现在分词）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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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47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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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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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movements 1 ['muːvmənts] n. 动作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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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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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55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256 nick 1 [nik] vt.刻痕于；挑毛病；用刻痕记 n.刻痕；缺口 vi.刻痕；狙击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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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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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260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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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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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63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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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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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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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partly 1 ['pɑ:tli] adv.部分地；在一定程度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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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pl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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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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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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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3 pocket 1 ['pɔkit] n.口袋；钱；容器 vt.隐藏；忍受；将…放入衣袋 vi.形成袋或囊 adj.小型的，袖珍的；金钱上的

274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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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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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protected 1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
279 proved 1 [p'ruːvd] v. 证明(证明是；检验；勘探；证明；试印)

280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281 putting 1 ['putiŋ] n.投掷；（高尔夫球）打球入洞 v.放置（put的ing形式）；轻击球；使球入洞的轻击（putt的ing形式）

282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283 reached 1 到达

284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285 reducing 1 英 [rɪ'djuːsɪŋ] 美 [rɪ'duːsɪŋ] n. 减低；还原；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86 releases 1 [rɪ'liː s] n. 释放；让渡；发行 vt. 释放；让与；准予发表；发射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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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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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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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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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292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293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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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scavenge 1 ['skævindʒ] vt.打扫；排除废气；以…为食 vi.清除污物；打扫

296 scavenging 1 ['skævɪndʒɪŋ] n. 净化；清除 动词scaveng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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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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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simply 1 ['simpli] adv.简单地；仅仅；简直；朴素地；坦白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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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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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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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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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species 1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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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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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steps 1 n.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（=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）；台阶，步骤（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）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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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stomachs 1 ['stʌmək] n. 胃；胃口；腹部 vt. 忍受；吃得下

310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311 strange 1 [streindʒ] adj.奇怪的；陌生的；外行的 adv.奇怪地；陌生地，冷淡地 n.(Strange)人名；(英)斯特兰奇；(瑞典、塞)斯特
朗格

312 strengthen 1 ['streŋθən, 'streŋkθən] vt.加强；巩固 vi.变强；变坚挺

313 struck 1 adj.受罢工影响的 v.罢工，打击，撞击（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truck)人名；(英)斯特拉克；(瑞典)斯特鲁克；
(德)施特鲁克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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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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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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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tim 1 [tim] n.蒂姆（男子名）

319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20 tumors 1 肿瘤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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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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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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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untreatable 1 [ʌnt'riː teɪbl] adj. 无法医治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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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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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us 1 pron.我们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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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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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Wales 1 [weilz] n.威尔士（英国大不列颠岛西南部地区）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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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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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weather 1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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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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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40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341 wolves 1 [wulvz, 'wulvz] n.狼；贪婪者；色狼（wolf的复数） v.大口地快吃；狼吞虎咽（wolf的单三形式）
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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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3 work 1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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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Yellowstone 1 ['jeləustəun] n.黄石公园（美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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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6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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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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