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1-11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Volunteers Save Pangolins
Rescued from Illegal Trade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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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buse 1 [ə'bju:z, ə'bju:s] n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；弊端；恶习，陋习 vt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 n.(Abuse)人名；(英)阿比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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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5 afraid 1 [ə'freid] adj.害怕的；恐怕；担心的

6 Africa 2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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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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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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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12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3 amounts 1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
14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5 and 1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6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7 animals 8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18 anteaters 2 n.食蚁兽( anteater的名词复数 )

19 anti 1 ['ænti, -tai] adj.反对的 n.反对者，反对论者 n.(Anti)人名；(意)安蒂；(阿拉伯)安提

20 ar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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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22 arrest 1 [ə'rest] vt.逮捕；阻止；吸引 n.逮捕；监禁 n.(Arrest)人名；(德)阿雷斯特

23 arrested 1 [ə'restɪd] adj. 逮捕的 动词arr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4 arrive 1 vi.到达；成功；达成；出生 n.(Arrive)人名；(法)阿里夫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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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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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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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 bac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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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adly 1 ['bædli] adv.非常，很；严重地，厉害地；恶劣地

31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2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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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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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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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odies 1 英 ['bɒdi] 美 ['bɑːdi] n. 身体；主体；正文；主要部分；尸体；躯体；团体 v. 赋…以形体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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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rings 1 [brɪŋz] v. 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劝诱（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9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40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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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buyer 1 ['baiə] n.买主；采购员 n.(Buyer)人名；(英)拜尔；(法)比耶；(德)布耶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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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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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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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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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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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arrying 1 ['kærɪɪŋ] adj. 运送的；运输的 n. 运送；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.

47 cat 1 n.猫，猫科动物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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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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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hairman 1 ['tʃεəmən] n.主席，会长；董事长

52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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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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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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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ompromise 1 ['kɔmprəmaiz] vt.妥协；危害 vi.妥协；让步 n.妥协，和解；折衷

57 compromised 1 adj.妥协的；妥协让步的，缺乏抵抗力的 vt.妥协；连累（compromise的过去分词）

58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59 covers 1 英 ['kʌvə(r)] 美 ['kʌvər] n. 封面；盖子；套子；表面 v. 覆盖；涉及；包含；掩护；给…保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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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ut 1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62 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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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65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西)
迪尔

66 deeply 1 ['di:pli] adv.深刻地；浓浓地；在深处

67 dema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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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deserving 1 [di'zə:viŋ] adj.值得的；应得的；有功的 v.值得；应得到（deserve的现在分词）

69 dies 1 ['daii:z] v.死亡；消失（动词di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凋谢 n.[机]模具（名词die的复数）；（拉）日 n.(Dies)人名；(英)戴
斯；(西)迭斯

70 diet 1 ['daiət] n.饮食；食物；规定饮食 vi.节食 vt.[医]照规定饮食 n.(Diet)人名；(法)迪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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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direction 1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
73 disappears 1 英 [ˌdɪsə'pɪə(r)] 美 [ˌdɪsə'pɪr] vi. 消失；不见；失踪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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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drugs 1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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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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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element 1 ['elimənt] n.元素；要素；原理；成分；自然环境 n.(Element)人名；(德)埃勒门特；(英)埃利门特

79 emotionally 1 [i'məuʃənli] adv.感情上；情绪上；令人激动地；情绪冲动地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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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escape 1 vt.逃避，避开，避免；被忘掉；被忽视 vi.逃脱；避开；溜走；（气体，液体等）漏出；（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
而）逃脱；声音（不自觉地）由…发出 n.逃跑；逃亡；逃走；逃跑工具或方法；野生种；泄漏

82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83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84 experts 2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85 extinction 4 n.灭绝；消失；消灭；废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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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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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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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feed 1 [fi:d] vt.喂养；供给；放牧；抚养（家庭等）；靠…为生 vi.吃东西；流入 n.饲料；饲养；（动物或婴儿的）一餐

89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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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fighting 1 ['faitiŋ] adj.战斗的；好战的；适于格斗的 n.战斗，搏斗 v.奋斗（fight的ing形式）；打仗；与…进行拳击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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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fluids 1 ['flu:ɪdz] n. 液体

94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95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96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7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98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99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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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got 2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102 group 6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03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104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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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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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heads 1 [hedz] adj.正面朝上的 n.(Heads)人名；(英)黑兹

108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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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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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high 1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112 homemade 1 ['həum'meid] adj.自制的；国产的；像家里做的

113 hospital 1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114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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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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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illegal 3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
118 illegally 1 [i'li:gəli] adv.非法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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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i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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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1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122 injured 1 ['indʒəd] adj.受伤的；受损害的

123 injuries 1 ['ɪndʒəri] n. 伤害；损害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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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intravenous 1 [,intrə'vi:nəs] adj.静脉内的

126 intravenously 1 [,intrə'vi:nəsli] adv.静脉注射地；通过静脉

127 is 1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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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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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30 Jansen 5 ['dʒænsən] n.詹森（姓氏）

131 Johannesburg 1 [dʒəu'hænisbə:g] n.约翰尼斯堡（位于南非东北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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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j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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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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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36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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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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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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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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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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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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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lucky 1 ['lʌki] adj.幸运的；侥幸的

145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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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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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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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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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151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52 medicines 1 ['medsnz] 药品

153 meets 1 [miː t] v. 遇见；满足 n. 运动会；集会 adj. 合适的

154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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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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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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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60 nearing 1 英 [nɪə(r)] 美 [nɪr] adj. 近的；近似的；亲近的；吝啬的 adv. 在附近；不久以后；几乎；[罕]吝啬地 prep. 附近；接近；临
近；大约；(质量、大小等)相仿；濒临 v. 接近；靠近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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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nicci 1 尼奇

163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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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of 1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66 often 3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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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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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operations 1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
171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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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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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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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75 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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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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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pangolin 7 [pæŋ'gəulin] n.[脊椎]穿山甲；[鱼]鲮鲤

178 pangolins 9 鳞甲目

179 parking 1 ['pɑ:kiŋ] n.停车 adj.停车的 v.停车（park的ing形式） n.(Parking)人名；(英)帕金

180 p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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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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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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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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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pitiful 2 ['pitiful] adj.可怜的，令人同情的

186 pity 1 ['piti] n.怜悯，同情；遗憾 vt.对……表示怜悯；对……感到同情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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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plate 1 [pleit] n.碟；金属板；金属牌；感光底片 vt.电镀；给…装甲 n.(Plate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西、意、瑞典)普拉特

189 poached 2 英 [pəʊtʃ] 美 [poʊtʃ] vt. (侵入他人地界)偷猎(或捕鱼)；水煮；侵占；挖走

190 poachers 5 n. 偷猎者；侵入者（poacher的复数）

191 police 2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
192 pose 1 vt.造成，形成；摆姿势；装模作样；提出…讨论 vi.摆姿势；佯装；矫揉造作 n.姿势，姿态；装模作样

193 poses 1 英 [pəʊz] 美 [poʊz] v. 摆姿势；把...摆正位置；造成；提出；假装 n. 姿态；姿势；装腔作势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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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pretend 1 [pri'tend] vi.假装，伪装，佯装 adj.假装的 vt.假装，伪装，模拟

196 Pretoria 1 [pri:'tɔ:ri:ə] n.比勒陀利亚

197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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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200 raymond 1 ['reimənd] n.雷蒙德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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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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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3 receiving 1 [ri'si:viŋ] adj.接受的 n.接受 v.接收（receive的ing形式）

204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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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recovery 1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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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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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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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rescued 1 ['reskju ]ː vt. 营救；援救 n. 营救；救援

211 rescues 1 ['reskju ]ː vt. 营救；援救 n. 营救；救援

212 rescuing 1 ['reskju ]ː vt. 营救；援救 n. 营救；救援

213 rest 2 [rest] vt.使休息，使轻松；把…寄托于 n.休息，静止；休息时间；剩余部分；支架 vi.休息；静止；依赖；安置 n.(Rest)人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
214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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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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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save 1 vt.节省；保存；储蓄；解救 vi.节省；挽救 prep.除...之外 n.救援 n.(Save)人名；(法)萨夫；(意、保、西、罗、塞、瑞典)
萨薇(女名)，萨韦

217 scale 1 [skeil] n.规模；比例；鳞；刻度；天平；数值范围 vi.衡量；攀登；剥落；生水垢 vt.测量；攀登；刮鳞；依比例决定 n.
(Scale)人名；(意)斯卡莱

218 Scales 3 [skeɪlz] n. 天平；秤；鳞屑 名词scale的复数形式.

219 scaly 1 ['skeili] adj.有鳞的；积垢的；劣等的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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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seized 1 ['siː zd] adj. 查封的，扣押的 v. 逮住，抓住，咬住（动词seize的过去式,动词seize的过去分词）

222 sell 1 [sel] vt.销售；推销；出卖；欺骗 vi.卖；出售；受欢迎；有销路 n.销售；失望；推销术 n.(Sell)人名；(德)泽尔；(英、芬、
瑞典)塞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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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sleep 1 [sli:p] vi.睡，睡觉 n.睡眠 n.(Sleep)人名；(英)斯利普

225 smugglers 1 n. 走私者（smuggler的复数形式）

226 sniff 1 [snif] vi.嗅；嗤之以鼻 vt.嗅；闻；用力吸；发觉 n.吸，闻；嗤之以鼻；气味；以鼻吸气；吸气声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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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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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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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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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pecies 1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234 stomach 1 ['stʌmək] n.胃；腹部；胃口 vt.忍受；吃下 vi.忍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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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uffering 1 ['sʌfəriŋ] n.受难；苦楚 adj.受苦的；患病的 v.受苦；蒙受（suffer的ing形式）

237 survival 1 [sə'vaivəl] n.幸存，残存；幸存者，残存物

238 sympathy 1 ['simpəθi] n.同情；慰问；赞同

239 tak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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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targeted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 rː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
241 team 3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242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243 t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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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45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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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em 4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47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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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they 1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50 thin 1 [θin] adj.薄的；瘦的；稀薄的；微弱的 vt.使瘦；使淡；使稀疏 vi.变薄；变瘦；变淡 adv.稀疏地；微弱地 n.细小部分 n.
(Thin)人名；(越)辰；(柬)廷

251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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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254 threats 1 [θret] n. 威胁；恐吓；凶兆

255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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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to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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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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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tongues 1 [tʌŋ] n. 舌头；语言；口才；舌状物 v. 舔；用舌吹奏管乐器；发音

258 tons 1 [tʌnz] ad. [口]极其；非常

259 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
260 trade 1 [treid] n.贸易，交易；行业；职业 vi.交易，买卖；以物易物 vt.用…进行交换

261 traders 1 商人

262 traditional 1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263 trafficked 1 ['træfɪk] n. （人或车等）交通流量；不正当生意（走私） v. 做生意（多指违法的）；游览

264 traffickers 1 n.商人，贩子( trafficker的名词复数 ); 做（非法）买卖的人

265 trafficking 1 ['træfɪk] n. （人或车等）交通流量；不正当生意（走私） v. 做生意（多指违法的）；游览

266 trained 1 [treɪnd] adj.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67 trains 1 [treɪn] n. 列车；火车；行列；一系列 vt. 训练；培训；瞄准 vi. 进行锻炼，接收训练；练习

268 transported 1 v.[植]运输；搬运（transport的过去式）

269 trap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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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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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treating 1 [triː tɪŋ] n. 处理 动词treat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272 treatment 1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273 trend 2 [trend] n.趋势，倾向；走向 vi.趋向，伸向 vt.使…趋向 n.(Trend)人名；(英)特伦德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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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trying 2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276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77 undercover 1 [,ʌndə'kʌvə] adj.秘密的，秘密从事的；从事间谍活动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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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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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us 1 pron.我们

281 veins 1 ['veɪnz] n. 纹理 名词vein的复数形式.

282 ver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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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veterinarian 1 [,vetəri'nεəriən] n.[兽医]兽医

284 veterinarians 1 [vetə'rɪneəriənz] 兽医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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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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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volunteer 2 [,vɔlən'tiə] n.志愿者；志愿兵 adj.志愿的 vi.自愿 vt.自愿

288 volunteers 2 英 [ˌvɒlən'tɪə(r)] 美 [ˌvɑ lːən'tɪr] n. 志愿者；(自行生长的)植物 v. (自愿)做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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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warn 1 [wɔ:n] vt.警告，提醒；通知 vi.发出警告，发出预告 n.(Warn)人名；(英)沃恩；(德)瓦恩

291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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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weakened 1 ['wiː kən] v. 使 ... 弱，削弱； 变弱； 弄淡

294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295 we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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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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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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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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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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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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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wildlife 2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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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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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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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6 working 2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307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08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09 wounds 2 ['wuːndz] n. 伤口 名词wound的复数形式.

310 wright 4 [rait] n.制作者；工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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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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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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