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2-21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New Bat Studies Aim to
Prevent Future Pandemic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3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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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2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and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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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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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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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nimals 12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8 bats 11 [bæts] adj.怪异的；疯疯癫癫的；神经不正常的 n.蝙蝠（bat的复数形式） n.(Bats)人名；(法)巴茨

9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 ar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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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rom 9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2 disease 8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13 humans 8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14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5 thi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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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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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 many 6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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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viruses 6 ['vaɪərəsɪz] n. 病毒 名词virus的复数形式.

20 world 6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1 animal 5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22 coronaviruses 5 n.冠状病毒

23 future 5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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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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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scientists 5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7 such 5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8 them 5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9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30 bat 4 [bæt] n.蝙蝠；球棒；球拍；批处理文件的扩展名 vt.用球棒击球；击球率达… vi.轮到击球；用球棒击球 n.(Bat)人名；(蒙、
英)巴特

31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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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could 4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33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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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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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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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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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8 researchers 4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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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0 sprea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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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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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3 ap 3 abbr.美国联合通讯社（AssociatedPress）；空气污染（AirPollution）；大气规划（AirProgram）；汇编程序
（AssemblyProgram） n.(Ap)人名；(中)鸭(广东话·威妥玛)

44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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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od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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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DC 3 abbr. 疾病控制中心(=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)

48 diseases 3 [dɪ'ziː zɪz] 病害

49 expert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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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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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immune 3 [i'mju:n] adj.免疫的；免于……的，免除的 n.免疫者；免除者

52 India 3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53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54 livestock 3 ['laivstɔk] n.牲畜；家畜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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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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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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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outbreaks 3 暴发

59 pandemics 3 n.（全国或全球性）流行病，大流行病( pandemic的名词复数 )

60 plowright 3 [人名] 普洛赖特

61 research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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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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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spillover 3 英 ['spɪləʊvə(r)] 美 ['spɪloʊvər] n. 溢出；外流人口；意外效果；影响

64 studies 3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65 studying 3 ['stʌdi] n. 研究；学习；学科；书房；(绘画或文学)习作；练习曲；沉思；记忆力…的人；台词记得…的人 v. 研究；
学习；读书；仔细观察；努力

66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67 told 3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68 university 3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69 virus 3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70 wil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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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worldwide 3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72 ability 2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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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aim 2 vt.目的在于；引导；把…对准 vi.打算；对准目标；瞄准 n.目的；目标；对准

75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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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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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better 2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79 brook 2 [bruk] vt.忍受；容忍 n.小溪；小河

80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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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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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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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carriers 2 ['kæriəz] 载体

84 car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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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cat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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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changes 2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87 conditions 2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88 contact 2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89 covid 2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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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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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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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event 2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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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find 2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96 flying 2 ['flaiiŋ] adj.飞行的 n.飞行 v.飞（fly的ing形式）

97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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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happen 2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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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02 host 2 [həust] n.[计]主机；主人；主持人；许多 vt.主持；当主人招待 vi.群集；做主人

103 howev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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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identif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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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06 infect 2 [in'fekt] vt.感染，传染

107 infected 2 [in'fektid] adj.被感染的 v.传染（infect的过去分词）

108 infectious 2 [in'fekʃəs] adj.传染的；传染性的；易传染的

109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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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Kang 2 [kɑ:ŋ] n.（汉）炕 n.(Kang)人名；(柬)康

111 labs 2 abbr. 激光作用瞄准系统(=Laser Active Boresight System) abbr. 低空轰炸系统(=Low-Altitude Bombing System)

112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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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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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liv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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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16 mackay 2 n.麦基（澳大利亚小镇名） n.(MacKay)人名；(英)麦凯

117 medical 2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18 metabolism 2 [mi'tæbəlizəm, me-] n.[生理]新陈代谢

119 mu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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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ones 2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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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23 par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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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plant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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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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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）

125 populations 2 [pɒpjʊ'leɪʃnz] 居群

126 present 2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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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risk 2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129 seeking 2 [siː 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
130 start 2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131 st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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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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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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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surveillance 2 [sə:'veiləns, sə-] n.监督；监视

135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136 systems 2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137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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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thousands 2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139 us 2 pron.我们

140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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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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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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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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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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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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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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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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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affecting 1 [ə'fektiŋ] adj.动人的；感人的 v.影响（affect的ing形式）；感动

151 aimed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152 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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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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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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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Antarctica 1 [ænt'ɑ:ktikə] n.南极洲

157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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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160 Australia 1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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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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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begin 1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164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165 Berkeley 1 ['bə:kli] n.伯克利（姓氏）；贝克莱（爱尔兰主教及哲学家）；伯克利（美国港市）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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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168 branca 1 n. 布兰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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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Brazil 1 [brə'zil] n.巴西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170 Brazilian 1 [brə'ziljən] adj.巴西的；巴西人的 n.巴西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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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cara 1 ['kærə] n.卡拉（女性人名）

173 carefully 1 ['kɛəfəli] adv.小心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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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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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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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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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centered 1 ['sentəd] adj.居中的；有圆心的 v.集中；居中（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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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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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chances 1 英 [tʃɑːns] 美 [tʃæns] n. 可能性；机会；偶然性 v. 偶然发生；碰巧；冒 ... (的险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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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chosen 1 ['tʃəuzən] vt.选择（choos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挑选出来的，精选的

186 Christian 1 ['kristjən; -tʃən] n.基督徒，信徒 adj.基督教的；信基督教的

187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188 co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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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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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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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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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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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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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continually 1 [kən'tinjuəli] adv.不断地；频繁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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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198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99 creates 1 [kri'ː eɪts] n. 创立 创建.

200 de 1 [di:] abbr.判定元件（DecisionElement） n.(De)人名；(朝)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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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demands 1 英 [dɪ'mɑːnd] 美 [dɪ'mænd] n. 要求；需求 v. 要求；查问；需要

203 dense 1 [dens] adj.稠密的；浓厚的；愚钝的

204 destruction 1 [di'strʌkʃən] n.破坏，毁灭；摧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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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discover 1 [dis'kʌvə] vt.发现；发觉 vi.发现

207 dr 1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208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209 ecologist 1 [i:'kɔlədʒist] n.生态学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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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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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213 energy 1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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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215 estimate 1 ['estimeit] vi.估计，估价 n.估计，估价；判断，看法 vt.估计，估量；判断，评价

216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217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218 except 1 [ik'sept] vt.不计；把…除外 vi.反对 prep.除…之外 conj.除了；要不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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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expand 1 [ik'spænd] vt.扩张；使膨胀；详述 vi.发展；张开，展开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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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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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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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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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5 faster 1 ['fa:stə] adj.更快的 adv.更快地 n.(Faster)人名；(德、捷)法斯特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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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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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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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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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flight 1 [flait] n.飞行；班机；逃走 vt.射击；使惊飞 vi.迁徙 n.(Flight)人名；(英)弗莱特

231 flu 1 [flu:] n.流感 n.(Flu)人名；(法)弗吕

232 fly 1 [flai] vi.飞；驾驶飞机；飘扬 vt.飞行；飞越；使飘扬 n.飞行；苍蝇；两翼昆虫 adj.敏捷的 n.(Fly)人名；(法)弗利；(英)弗莱

233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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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forested 1 ['fɔrəstid] adj.草木丛生的 v.植树于（for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6 forests 1 英 ['fɒrɪst] 美 ['fɔː rɪst] n. 森林；林火 vt. (用树林)覆盖；置于(树林中)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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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239 ground 1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240 habitats 1 ['hæbɪtæts] 生境

241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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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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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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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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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
246 homes 1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国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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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hospitals 1 ['hɒspɪtlz] 医院

249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250 ian 1 [iən; 'i:ən] n.伊恩（男子名）

251 immediate 1 [i'mi:diət] adj.立即的；直接的；最接近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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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254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
255 increasingly 1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
256 infection 1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
257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258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259 interactions 1 [ɪntə'rækʃnz] 相互作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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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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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Janeiro 1 n.（葡）一月

262 jump 1 [dʒʌmp] n.跳跃；暴涨；惊跳 vt.跳跃；使跳跃；跳过；突升 vi.跳跃；暴涨；猛增 n.(Jump)人名；(英)江普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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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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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66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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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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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linked 1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
271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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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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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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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mammal 1 ['mæməl] n.[脊椎]哺乳动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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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materials 1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279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280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281 messaging 1 n.消息传送；通知；信息传送 v.发送；报信（message的ing形式）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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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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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monkey 1 ['mʌŋki] n.猴子；顽童 vi.胡闹；捣蛋 vt.嘲弄

285 Montana 1 [mɔn'tænə] n.蒙大纳（美国州名）

286 mo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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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necessarily 1 ['nesəsərəli, ,nesə'serəli] adv.必要地；必定地，必然地

288 notes 1 英 [nəʊt] 美 [noʊt] n. 笔记；便条；纸币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音调 vt. 注意；记录；注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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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offers 1 英 ['ɒfə(r)] 美 ['ɔː fər] vt. 提供；提出；（卖方）出价；贡献 vi. 提议；出现；求婚 n. 提议；出价

291 ongoing 1 ['ɔn,gəuiŋ, 'ɔ:n-] adj.不间断的，进行的；前进的 n.前进；行为，举止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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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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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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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outbreak 1 ['autbreik, ,aut'breik] n.（战争的）爆发；（疾病的）发作 vi.爆发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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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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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300 pedra 1 佩德拉

301 permits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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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populated 1 ['pɒpjʊleɪtɪd] adj. 人口稠密的 动词popul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03 prepared 1 adj.准备好的 v.准备（prepare的过去分词）

304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305 preventing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
306 prevention 1 [pri'venʃən, pri:-] n.预防；阻止；妨碍

307 primate 1 ['praimeit, -mit] n.大主教；灵长类的动物；首领 adj.灵长目动物的；首要的

308 primates 1 [prai'meiti:z] n.灵长类

309 processes 1 n.过程；[计]进程（process的复数） v.处理（proces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加工

310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311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312 Queensland 1 ['kwi:nzlænd; -lənd] n.昆士兰（澳大利亚州）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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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315 Raina 1 n. 雷纳; 雷娜

316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317 rarely 1 ['rεəli] adv.很少地；难得；罕有地

318 rates 1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
319 recover 1 [ri'kʌvə] vt.恢复；弥补；重新获得 vi.恢复；胜诉；重新得球 n.还原至预备姿势 n.(Recover)人名；(西)雷科韦尔

320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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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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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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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325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326 Rio 1 ['ri:əu] n.里约（巴西共和国的旧首都）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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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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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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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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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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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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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336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337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338 shrinking 1 [ʃrɪŋkɪŋ] adj. 畏缩的；犹豫不决的；收缩的 v. 萎缩，收缩（动词shrink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339 signs 1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340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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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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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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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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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6 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347 stand 1 [stænd] vi.站立；位于；停滞 vt.使站立；忍受；抵抗 n.站立；立场；看台；停止

348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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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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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sudden 1 ['sʌdən] adj.突然的，意外的；快速的 n.突然发生的事

352 surrounding 1 [sə'raundiŋ] adj.周围的，附近的 n.环境，周围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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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teams 1 [tiː m] n. 队；组 v. 使相配；使合作；结成一队 adj. 团队的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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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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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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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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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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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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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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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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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tissues 1 n. 组织；手巾 名词tissue的复数形式.
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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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treatments 1 ['triː tmənts] n. 治疗；疗法（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）

368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369 undiscovered 1 英 [ˌʌndɪs'kʌvəd] 美 [ˌʌndɪs'kʌvərd] adj. 未被发现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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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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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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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Vellore 1 n. 韦洛尔(在印度；东经 79º09' 北纬 12º56')
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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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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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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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wastewater 1 ['weist,wɔ:tə, -,wɔ-] n.废水，污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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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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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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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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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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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wildlife 1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3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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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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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8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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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you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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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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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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zoonotic 1 adj.动物传染病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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