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1-06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Longleaf Pines Return to
Southern Grassland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5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2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and 2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4 to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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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Longleaf 15 ['lɒŋliː f] n. 长叶[松]

6 i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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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 t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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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trees 10 [triː 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的复数形式

11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2 w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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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with 8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4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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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6 a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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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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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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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species 6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20 abo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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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nimals 5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22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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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ca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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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fires 5 [fɑɪrs] n. 火力 名词fire的复数形式.

25 plant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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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were 5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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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d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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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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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Johnson 4 ['dʒɔnsən] n.约翰逊（姓氏）

31 kinds 4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32 li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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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needles 4 ['niː dlz] n. 针 名词needle的复数形式.

34 now 4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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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pine 4 [pain] vi.渴望，痛苦；憔悴 n.[林]松树；凤梨，菠萝 vt.为…悲哀；哀悼 adj.松木的；似松的 n.(Pine)人名；(英)派因

37 planted 4 [plaː ntɪd] adj. 种植的 动词plant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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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9 alliance 3 [ə'laiəns] n.联盟，联合；联姻

40 America 3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41 animal 3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42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3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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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orests 3 英 ['fɒrɪst] 美 ['fɔː rɪst] n. 森林；林火 vt. (用树林)覆盖；置于(树林中)

45 gjerstad 3 n. 耶尔斯塔(在挪威；东经 5º32' 北纬 60º30')

46 insects 3 ['ɪnsekts] n. 昆虫；虫子；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.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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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kilometers 3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49 land 3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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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liv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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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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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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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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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57 Pines 3 n.[林]松树（pine的复数） v.衰弱；渴望（pine的三单形式） n.(Pines)人名；(以)派内斯；(英)派因斯；(西、捷)皮内斯；
(俄)皮涅斯

58 pla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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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planting 3 ['plɑ:ntiŋ, 'plæn-] n.栽培，种植；花圃 v.播种；移植（plant的ing形式）；安置 n.(Planting)人名；(芬、瑞典)普兰廷

60 square 3 [skwεə] adj.平方的；正方形的；直角的；正直的 vt.使成方形；与…一致 vi.一致；成方形 n.平方；广场；正方形 adv.成
直角地

61 thi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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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tribe 3 [traib] n.部落；族；宗族；一伙 n.(Tribe)人名；(英)特赖布

63 abbey 2 ['æbi] n.大修道院，大寺院；修道院中全体修士或修女 n.(Abbey)人名；(法)阿贝；(英)阿比(教名Abigail的昵称)

64 adapted 2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5 agencies 2 ['eɪdʒənsi] n. 代理；代理处；政府机构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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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almost 2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68 amphibian 2 [æm'fibiən] n.[脊椎]两栖动物；水陆两用飞机；具有双重性格的人 adj.两栖类的；[车辆]水陆两用的；具有双重性格
的

69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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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appleseed 2 ['æplsi:d] n.苹果核战记（动画电影名） n.(Appleseed)人名；(英)阿普尔西德

72 basket 2 ['bɑ:skit, 'bæs-] n.篮子；（篮球比赛的）得分；一篮之量；篮筐 vt.装入篮

73 below 2 [bi'ləu] adv.在下面，在较低处；在本页下面 prep.在…下面 n.(Below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贝洛

74 birds 2 ['bɜːdz] n. 鸟，鸟类；禽（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）

75 branches 2 英 [brɑːntʃ] 美 [bræntʃ] n. 分部；部门；分店；分支；树枝 v. 分岔；分支

76 diversity 2 [dai'və:səti] n.多样性；差异

77 dustbin 2 n.垃圾箱；吃货

78 fire 2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开
枪；激动；烧火

79 fores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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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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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 foresters 2 ['fɒrɪstəz] 林业工作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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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goal 2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83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84 grasses 2 ['grɑːsɪz] n. 禾本科植物 名词grass的复数.

85 Grasslands 2 n.[畜牧]草原；大草原（grassland的复数形式）

86 groun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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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gr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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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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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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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hectare 2 ['hektɑ:] n.公顷（等于1万平方米）

91 hundreds 2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92 including 2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93 Jill 2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94 johnny 2 ['dʒɔni] n.男人；家伙；短袖无领病号服 n.(Johnny)人名；(英、西、瑞典)约翰尼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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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me 2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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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nonprofits 2 ['nɒnpr'ɒfɪts] 非营利组织

99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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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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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Robbins 2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
102 savanna 2 [sə'vænə] n.[生态]热带草原；热带的稀树大草原

103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04 seeds 2 [siː dz] n. 籽 名词seed的复数形式. 动词s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05 settlers 2 ['setləz] 移民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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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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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imilar 2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109 sou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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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southern 2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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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texas 2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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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115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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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tortoise 2 ['tɔ:təs] n.龟，[脊椎]乌龟（等于testudo）；迟缓的人

118 tree 2 [tri:] n.树；木料；树状物 vt.把...赶上树 vi.爬上树；逃上树 n.(Tree)人名；(英)特里

119 types 2 ['taɪps] n. 类型 v.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.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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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weavers 2 n. 韦弗斯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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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wildflowers 2 ['waɪldflaʊəz] n. 野生花卉（wildflower的复数形式）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24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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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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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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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you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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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above 1 [ə'bʌv] prep.超过；在……上面；在……之上 adv.在上面；在上文 adj.上文的 n.上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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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131 Alabama 1 [,ælə'bæmə] n.阿拉巴马州（美国州名）

132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33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34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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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apple 1 n.苹果，苹果树，苹果似的东西；[美俚]炸弹，手榴弹，（棒球的）球；[美俚]人，家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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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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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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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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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1 auburn 1 ['ɔ:bən] n.赤褐色 adj.赤褐色的，赭色的 n.(Auburn)人名；(英)奥伯恩

142 aunts 1 n.姑母( aunt的名词复数 ); 姨母; 伯母; 阿姨

143 ba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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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baskets 1 n. 篮子（basket的复数） v. 把…放入篮内（baske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45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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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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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beneath 1 [bi'ni:θ] prep.在…之下 adv.在下方

149 block 1 n.块；街区；大厦；障碍物 vt.阻止；阻塞；限制；封盖 adj.成批的，大块的；交通堵塞的 n.(Blo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芬、罗)布洛克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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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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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153 bullock 1 ['bulək] n.小公牛；阉牛 n.(Bullo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葡)布洛克

154 burn 1 [bə:n] vt.燃烧；烧毁，灼伤；激起…的愤怒 vi.燃烧；烧毁；发热 n.灼伤，烧伤；烙印 n.(Burn)人名；(英)伯恩

155 burns 1 [bə:nz] n.络腮胡子 v.[外科]烧伤（bur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56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57 caretaker 1 ['kεə,teikə] n.看管者；看门人；守护者 adj.临时代理的

158 carol 1 ['kærəl] vi.欢乐地歌唱；唱耶诞颂歌 n.颂歌，赞美诗；欢乐之歌 vt.欢唱；歌颂 n.(Carol)人名；(英)卡罗尔，卡萝尔(女名)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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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
除；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161 cloth 1 [klɔθ, klɔ:θ] n.布；织物；桌布 adj.布制的 n.(Cloth)人名；(德)克洛特

162 coastal 1 ['kəustəl] adj.沿海的；海岸的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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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165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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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6 compare 1 n.比较 vt.比拟，喻为；[语]构成 vi.相比，匹敌；比较，区别；比拟（常与to连用） n.(Compare)人名；(意)孔帕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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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69 coursey 1 库西

170 Coushatta 1 考沙塔人

171 cover 1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
172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173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174 crossing 1 ['krɔ:siŋ] n.十字路口；杂交；横渡；横道 v.横越（cross的现在分词）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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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dean 1 n.院长；系主任；教务长；主持牧师

177 desoto 1 n.(Desoto)人名；(英)德索托

178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179 die 1 [dai] vi.死亡；凋零；熄灭 vt.死，死于… n.冲模，钢模；骰子 n.(Die)人名；(西)迭；(阿拉伯)迪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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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disappearance 1 [,disə'piərəns] n.消失；不见

182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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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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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Elliott 1 n.艾略特（姓氏）

186 endangered 1 [in'deindʒəd] adj.濒临灭绝的；有生命危险的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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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89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190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91 farms 1 英 [fɑːm] 美 [fɑ rːm] n. 农场；农田 v. 务农

192 fellow 1 ['feləu] n.家伙；朋友；同事；会员 adj.同伴的，同事的；同道的 vt.使…与另一个对等；使…与另一个匹敌 n.(Fellow)人
名；(英)费洛

193 fertilize 1 ['fə:tilaiz] vt.使受精；使肥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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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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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flat 1 adj.平的；单调的；不景气的；干脆的；平坦的；扁平的；浅的 adv.（尤指贴着另一表面）平直地；断然地；水平地；直
接地，完全地 n.平地；公寓；平面 vt.使变平；[音乐]使（音调）下降，尤指降半音 vi.逐渐变平；[音乐]以降调唱（或奏）
n.（法）弗拉特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弗莱特（人名）

197 folk 1 [fəuk] n.民族；人们；亲属（复数） adj.民间的 n.(Folk)人名；(英、匈、捷)福克

198 forestry 1 ['fɔristri] n.林业；森林地；林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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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forms 1 ['fɔː 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
201 founded 1 [faʊnd] v. 建立；创立；创办；熔铸；找到，发现（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02 foxes 1 英 [fɒks] 美 [fɑːks] n. 狐狸；狡猾的人；<美>迷人的时髦女郎 vt. 欺骗；迷惑

203 frog 1 [frɔg] n.青蛙；[铁路]辙叉；饰扣 vi.捕蛙 n.(Frog)人名；(俄)弗罗格

204 garbage 1 ['gɑ:bidʒ] n.垃圾；废物 n.(Garbage)人名；(法)加尔巴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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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207 gopher 1 ['gəufə] n.囊地鼠（产自北美的一种地鼠）

208 grass 1 [grɑ:s, græs] n.草；草地，草坪 vt.放牧；使……长满草；使……吃草 vi.长草 n.(Grass)人名；(法、德、俄、瑞典、英)格拉
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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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9 grassy 1 ['grɑ:si] adj.长满草的；草绿色的 n.(Grass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格拉西

210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211 hardwood 1 ['hɑ:dwud] n.硬木，硬木材；[植][林]阔叶树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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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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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heart 1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
216 hectares 1 n.公顷（等于2。471英亩）( hectare的名词复数 )

217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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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helpful 1 ['helpful] adj.有帮助的；有益的

219 hero 1 ['hiərəu] n.英雄；男主角，男主人公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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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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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hopeful 1 ['həupful] adj.有希望的；有前途的 n.有希望成功的人

223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224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225 ideas 1 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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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importance 1 [im'pɔ:təns] n.价值；重要；重大；傲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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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initiative 1 n.主动权；首创精神；新方案；倡议 adj.主动的；自发的；起始的

230 janet 1 ['dʒænit] abbr.联合科研网（jointacademicnetwork）

231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232 keith 1 [ki:θ] n.基思（男子名）

233 kill 1 [kil] vt.杀死；扼杀；使终止；抵消 vi.杀死 n.杀戮；屠杀 adj.致命的；致死的 n.(Kill)人名；(德)基尔

234 knees 1 [niː ] n. 膝盖；膝关节

235 landowners 1 n.土地拥有者，地主( landowner的名词复数 )

236 leaf 1 [li:f] n.叶子；（书籍等的）一张；扇页 vi.生叶；翻书页 vt.翻…的页，匆匆翻阅 n.(Leaf)人名；(英)利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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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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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liked 1 [laikt] v.喜欢（like的过去式）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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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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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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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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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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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man 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247 management 1 ['mænidʒmənt] n.管理；管理人员；管理部门；操纵；经营手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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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mcconnaughey 1 n. 麦康瑙希

250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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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1 mice 1 [mais] n.老鼠（mouse的复数） n.(Mice)人名；(塞)米采

252 Midwestern 1 ['mid'westən] adj.美国中西部的

253 Mississippi 1 [ˌmisi̍ sipi] n.密西西比河（美国河流，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）；密西西比州（美国州名）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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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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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257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258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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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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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262 needle 1 ['ni:dl] n.针；指针；刺激；针状物 vi.缝纫；做针线 vt.刺激；用针缝 n.(Needle)人名；(英)尼德尔

263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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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66 otherwise 1 adv.否则；另外；在其他方面 adj.另外的；其他方面的；原本，本来 conj.其他；如果不；然后

267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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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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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partners 1 英 ['pɑ tːnə(r)] 美 ['pɑ rːtnər] n. 伙伴；搭档；伴侣；合伙人 v. 同 ... 合作；做 ... 的搭档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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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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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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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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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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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ushing 1 ['puʃiŋ] adj.奋斗的；莽撞的；有精力的；富有进取心的 n.推挤；推人犯规（篮球术语） v.推；促进；逼迫（push的ing
形式）

279 quail 1 [kweil] vi.畏缩，胆怯；感到恐惧 n.鹌鹑 n.(Quail)人名；(英)奎尔

280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281 rabbits 1 ['ræbɪt] n. 兔子

282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283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284 reptile 1 ['reptail, -til] adj.爬虫类的；卑鄙的 n.爬行动物；卑鄙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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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reservation 1 [,rezə'veiʃən] n.预约，预订；保留

287 restoration 1 [,restə'reiʃən] n.恢复；复位；王政复辟；归还

288 retur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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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rhett 1 n. 雷特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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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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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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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名；(英)赖特

292 road 1 [rəud] n.公路，马路；道路；手段 vt.（狗）沿臭迹追逐（猎物） adj.（美）巡回的 n.(Road)人名；(英)罗德

293 rounded 1 ['raundid] adj.圆形的；全面的；丰满的

294 savannas 1 n.（美国东南部的）无树平原( savanna的名词复数 ); （亚）热带的稀树大草原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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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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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secured 1 英 [sɪ'kjʊə(r)] 美 [sə'kjʊr] adj. 安全的；牢靠的；稳妥的 vt. 使安全；获得；固定

298 seedlings 1 ['siː dɪŋz] n. 幼苗 名词seedling的复数形式.

299 seeks 1 [siː k] vt. 寻求；追求；试图 vi. 寻找

300 shape 1 [ʃeip] n.形状；模型；身材；具体化 vt.形成；塑造，使成形；使符合 vi.形成；成形；成长 n.(Shape)人名；(瑞典)沙佩

301 shaped 1 [ʃeipt] adj.合适的；成某种形状的；有计划的 vt.发展；成形（shape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

302 shared 1 英 [ʃeəd] 美 [ʃerd] adj. 共享的；共用的 v. 分享，共享；分配；共有（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03 shrub 1 [ʃrʌb] n.灌木；灌木丛

304 shrubs 1 灌木

305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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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snakes 1 [脊椎]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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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soil 1 [sɔil] n.土地；土壤；国家；粪便；务农；温床 vt.弄脏；污辱 vi.变脏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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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southeast 1 [,sauθ'i:st] adj.东南的；来自东南的 n.东南；东南地区 adv.来自东南

312 specialist 1 ['speʃəlist] n.专家；专门医师 adj.专家的；专业的

313 spent 1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
314 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315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16 st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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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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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stick 1 vt.刺，戳；伸出；粘贴 vi.坚持；伸出；粘住 n.棍；手杖；呆头呆脑的人 n.(Stick)人名；(芬)斯蒂克

319 strikes 1 [straɪk] n. 罢工；打击；殴打 v. 打；撞；罢工；划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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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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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sun 1 [sʌn] n.太阳 vt.使晒 vi.晒太阳 n.(Sun)人名；(中)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孙；(缅)素；(土)松

323 suppress 1 [sə'pres] vt.抑制；镇压；废止

324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25 tall 1 [tɔ:l] adj.高的；长的；过分的；夸大的 adv.夸大地 n.(Tall)人名；(马里、阿拉伯)塔勒；(芬、罗、瑞典)塔尔；(英)托尔；
(土)塔勒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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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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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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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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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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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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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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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4 thread 1 [θred] n.线；螺纹；思路；衣服；线状物；玻璃纤维；路线 vt.穿过；穿线于；使交织 vi.通过；穿透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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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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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toad 1 [təud] n.蟾蜍；癞蛤蟆；讨厌的家伙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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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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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trash 1 [træʃ] n.垃圾；废物 vt.丢弃；修剪树枝

341 turkeys 1 英 ['tɜːki] 美 ['tɜ rːki] n. 火鸡；笨蛋；失败之作 n. [T-]土耳其

342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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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universities 1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 rːsəti] n. 大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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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us 1 pron.我们

347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48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49 Virginia 1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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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water 1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
352 weave 1 vt.编织；编排；使迂回前进 vi.纺织；编成；迂回行进 n.织物；织法；编织式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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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weaves 1 [wiː v] v. 编织；组合；编造；迂回前进 n. 编法；织法；编织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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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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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58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359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360 Woods 1 [wudz] n.[林]树林；森林；木头（wood的复数） v.供以木材；用森林覆盖（wood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Woods)人名；
(英、葡)伍兹

361 word 1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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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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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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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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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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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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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http://www.voase.cn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