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1-12 [As It Is] Study Suggests Gorillas Become More Violent
in Crowded Forest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2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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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quire 2 [ə'kwaiə] vt.获得；取得；学到；捕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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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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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de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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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ult 1 ['ædʌlt, ə'dʌlt] adj.成年的；成熟的 n.成年人

9 advances 1 [əd'vaː nsɪz] n. 接近；主动姿态（名词advance的复数形式） v. 前进，进展（动词advan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0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11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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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4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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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7 and 1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8 animal 2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9 animals 6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20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21 an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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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part 1 [ə'pɑ:t] adv.相距；与众不同地；分离着 adj.分离的；与众不同的

23 apes 1 [eɪp] n. 猿 adj. <俚>疯狂的 v. 模仿

24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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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rea 5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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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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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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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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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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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acks 1 n.后背，脊背；后卫（back的复数形式） v.后退（back的三单形式） n.(Backs)人名；(德)巴克斯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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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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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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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eings 1 ['biː ɪŋz] n. 人；n

39 bergl 3 贝格尔

40 between 3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41 branch 1 [brɑ:ntʃ, bræntʃ] vt.分支；出现分歧 vi.分支；出现分歧 n.树枝，分枝；分部；支流 n.(Branch)人名；(英)布兰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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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broke 2 [brəuk] adj.一文不名的，破产的 v.打破，断掉（break的过去式） n.(Broke)人名；(英)布罗克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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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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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aillaud 1 卡约

46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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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arefully 1 ['kɛəfəli] adv.小心地

49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50 Caty 1 卡蒂

51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52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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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leaning 1 ['kli:niŋ] n.清洗；清除；去污；大败 v.清洁（clean的ing形式）

55 c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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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6 come 2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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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ongo 1 ['kɔŋgəu] n.刚果（位于非洲中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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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rowded 2 ['kraudid] adj.拥挤的；塞满的 v.拥挤（crowd的过去分词）

61 Damien 1 n.达米安（“天魔”片中撒旦之子的名字）

62 data 2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63 Davis 1 ['deivis] n.戴维斯（男子名）

64 deals 1 [diː l] n. 协定；交易；大量 v. 应付；分配；处理；交易；经营

65 deaths 3 ['deθs] 死亡人口

66 democratic 1 [,demə'krætik,-kəl] adj.民主的；民主政治的；大众的

67 depends 1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
68 dian 1 n. 黛安娜(女子名)

69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70 died 3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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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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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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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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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elder 2 ['eldə] n.老人；长辈；年长者；父辈 adj.年长的；年龄较大的；资格老的 n.(El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法、土、葡)埃尔德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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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especially 2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78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79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80 families 2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81 family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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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fell 1 [fel] adj.凶猛的；毁灭性的 vt.砍伐；打倒；击倒 n.[林]一季所伐的木材；折缝；兽皮 v.掉下；摔倒；下垂；变坏（fall的过
去式） n.(Fe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费尔

83 females 2 ['fiː meɪlz] 女性

84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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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fights 3 [faɪt] n. 战斗；打架；斗志 vt. 打架；对抗 vi. 奋斗；斗争；争吵

87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88 for 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9 forest 1 ['fɔrist] vt.植树于，使成为森林 n.森林 n.(Forest)人名；(法)福雷；(英、西)福雷斯特

90 Fossey 1 n.(Fossey)人名；(英)福西；(法)福塞

91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92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3 fund 1 [fʌnd] n.基金；资金；存款 vt.投资；资助 n.(Fund)人名；(德)丰德

94 genetically 1 [dʒe'netikəli] adv.从遗传学角度；从基因方面

95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96 gorilla 5 [gə'rilə] n.大猩猩

97 gorillas 10 n. 大猩猩；暴徒（gorilla的复数）

98 go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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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Greater 1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
100 grew 1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
101 group 3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02 groups 7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103 grown 1 [grəun] adj.长大的；成年的；长满某物的 v.生长；变成；栽培（grow的过去分词）

104 grows 1 英 [ɡrəʊ] 美 [ɡroʊ] v. 增加；生长；变成；种植；逐渐开始

105 growth 2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106 habitat 2 ['hæbitæt] n.[生态]栖息地，产地 n.(Habitat)人名；(德)哈比塔特

107 half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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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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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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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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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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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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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humans 1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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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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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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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increased 3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19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120 infant 1 ['infənt] n.婴儿；幼儿；未成年人 adj.婴儿的；幼稚的；初期的；未成年的 n.(Infant)人名；(英)因方特

121 infants 2 Iroquois Night Fighter And Night Tracker System 易洛魁夜间攻击机与夜间追踪系统

122 influence 1 ['influəns] n.影响；势力；感化；有影响的人或事 vt.影响；改变

123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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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volv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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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6 is 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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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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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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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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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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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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larg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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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larson 1 n. 拉森

134 leaders 2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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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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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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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l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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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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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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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mal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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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males 2 ['meɪlz] n. 壮丁；男人 名词male的复数形式.

144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45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146 monkeys 1 ['mʌŋki] n. 猴子；猴一样的人 v. 嘲弄；胡闹；模仿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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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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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150 mountain 3 [ˈmauntin，ˈmaʊntən] n.山；山脉 n.(Mountain)人名；(英)芒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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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naturally 1 ['nætʃərəli] adv.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

153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54 nonprofit 1 adj.非盈利的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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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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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number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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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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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161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62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163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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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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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organize 1 ['ɔ:gənaiz] vt.组织；使有系统化；给予生机；组织成立工会等 vi.组织起来；成立组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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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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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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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170 pap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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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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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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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partly 1 ['pɑ:tli] adv.部分地；在一定程度上

173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174 peaceful 1 ['pi:sful] adj.和平的，爱好和平的；平静的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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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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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178 population 5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179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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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primates 1 [prai'meiti:z] n.灵长类

182 primatologist 2 n.灵长类动物学家(primatology的变形)

183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184 protected 2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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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rarely 1 ['rεəli] adv.很少地；难得；罕有地

187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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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republic 1 [ri'pʌblik] n.共和国；共和政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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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192 rich 1 adj.富有的；肥沃的；昂贵的 adj.油腻的，含有很多脂肪 n.(Rich)人名；(丹)里克；(捷)里赫；(英、西)里奇；(葡、法)里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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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Rwanda 4 [ru'ændə] n.卢旺达（东非国家）；卢旺达语

195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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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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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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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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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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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s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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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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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silverback 4 ['silvəbæk] n.银背大猩猩（指背部颈下方有银白色毛的雄性成年大猩猩）

204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05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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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sleeping 1 ['sli:piŋ] adj.睡着的 n.睡眠

208 slowed 1 英 [sləʊ] 美 [sloʊ] adj. 慢的 adv. 慢慢地 v. 放慢；减速

209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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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social 3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12 socially 1 ['səuʃəli] adv.在社会上；在社交方面；善于交际地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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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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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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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216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217 statesman 1 ['steitsmən] n.政治家；国务活动家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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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structure 1 ['strʌktʃə] n.结构；构造；建筑物 vt.组织；构成；建造

220 studied 2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221 study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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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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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Tara 1 [tə'rɑ:] int.再会！ n.(Tara)人名；(英、西、芬、罗、匈、印、刚(金)、纳米)塔拉

224 t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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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the 3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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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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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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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31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32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233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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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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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times 2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237 to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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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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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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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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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turns 2 ['tɜːnz] n.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.

243 type 1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244 Uganda 1 [ju:'gændə] n.乌干达（非洲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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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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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us 1 pron.我们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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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violent 3 ['vaiələnt] adj.暴力的；猛烈的

250 volcanoes 1 英 [vɒl'keɪnəʊ] 美 [vɑ lː'keɪnoʊ] n. 火山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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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53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54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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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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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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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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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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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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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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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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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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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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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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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writer 2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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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69 younger 1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
270 zoo 1 [zu:] n.动物园 n.(Zoo)人名；(朝)朱；(阿拉伯)祖

271 zoology 1 [zəu'ɔlədʒi, zu:-] n.动物学；动物区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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