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-10-12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Indonesia Races to Protect
Endangered Gibbons in Java 词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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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

about

2

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activities 2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4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6 aim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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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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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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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12 animals 3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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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 area 6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15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16 arif 1 阿里夫
17 around 3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18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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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 awareness 1 n.意识，认识；明白，知道 n.人群对品牌或产品的认知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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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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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23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24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25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26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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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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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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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

的）食品罐头

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31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32 chiefs 1 n. 首领（chief的复数）
33 climate 2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34 coffee 1 ['kɔfi] n.咖啡；咖啡豆；咖啡色 n.(Coffee)人名；(英)科菲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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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6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37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38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39 conservation 4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40 country 1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乐
30
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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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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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1

迪尔

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44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45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43
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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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48 earn 1 [ə:n] vt.赚，赚得；获得，挣得；使得到；博得 n.(Earn)人名；(泰)炎
49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50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51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52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53 endangered 3 [in'deindʒəd] adj.濒临灭绝的；有生命危险的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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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 environment 3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56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57 even 1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等
46

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ntually 2 [i'ventʃuəli] adv.最后，终于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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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 fall 1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58
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flower 1 ['flauə] n.花；精华；开花植物 vi.成熟，发育；开花；繁荣；旺盛 vt.使开花；用花装饰 n.(Flower)人名；(英)弗劳尔
62 for 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63 forest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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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 forestry 1 ['fɔristri] n.林业；森林地；林学
65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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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7 fruit 1 [fru:t] n.水果；产物 vi.结果实 vt.使……结果实 n.(Fruit)人名；(法)弗吕；(英)弗鲁特
68 fruiting 1 [f'ruːtɪŋ] adj. 生成的
69 gibbon 1 ['gibən] n.[脊椎]长臂猿 n.(Gibbon)人名；(英、葡、匈、塞、巴基)吉本
70 Gibbons 5 吉本斯（Gibbons姓氏） [脊椎]长臂猿(gibbon的名词复数) n.(Gibbons)人名；(英)吉本斯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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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2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73 group 3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74 groups 2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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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6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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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78 habitat 3 ['hæbitæt] n.[生态]栖息地，产地 n.(Habitat)人名；(德)哈比塔特
79 harm 1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80 harming 2 英 [hɑːm] 美 [hɑːrm] n. 危害；伤害；损害 vt. 伤害；损害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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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2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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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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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4 healthy 1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85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6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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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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

help

87

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8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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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home

human 2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90 hunt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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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1 impact 3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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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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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94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95 income 1 ['inkʌm] n.收入，收益；所得
96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97 increasingly 1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98 Indonesia 2 ['indəu'ni:zjə,-ʒə] n.印尼，印度尼西亚（东南亚岛国）
99 Indonesian 1 [,indəu'ni:zjən] n.印尼人；印尼语群；印度尼西亚语 adj.印尼的
100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101 integrity 2 [in'tegrəti] n.完整；正直；诚实；廉正
102 international 2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93

关系的；世界的

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104 islan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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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5 issue 2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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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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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108 Java 4 ['dʒa:və] n.爪哇岛（位于印尼）；Sun公司推出的一种应用程序开发语言
109 javan 1 ['dʒɑ:vən] n.爪哇人（等于Javanese）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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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1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112 kilometer 1 ['kiləumi:tə] n.[计量]公里；[计量]千米（等于kilometre）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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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4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115 la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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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6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117 leaves 1 [li:vz] n.树叶；花瓣（leaf的复数） v.离开（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118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119 list 1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120 listed 1 ['listid] adj.列出的；表列的；已登录的 v.列出；登记（list的过去分词）
121 liv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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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107

(英)利文

local 4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123 locals 1 ['ləʊklz] n. 当地
124 logging 1 ['lɔgiŋ, 'lɔ:g-] n.记录；伐木工作 v.把…锯成段木；砍伐树木（log的ing形式）
125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126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127 meetings 1 ['miːtɪŋz] n. 会议 名词meeting的复数形式.
122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129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130 monkeys 1 ['mʌŋki] n. 猴子；猴一样的人 v. 嘲弄；胡闹；模仿
131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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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28

以)莫雷
13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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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os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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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5 nature 2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136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137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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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9 observes 1 英 [əb'zɜːv] 美 [əb'zɜːrv] v. 观察；遵守；注意到；庆祝
140 of 1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141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142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143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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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4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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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6 onl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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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7 operates 1 英 ['ɒpəreɪt] 美 ['ɑːpəreɪt] v. 操作；运转；经营；动手术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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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9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150 overnight 1 [,əuvə'nait, 'əuvənait] adv.通宵；突然；昨晚 adj.晚上的；通宵的；前夜的 n.头天晚上；一夜的逗留 vt.连夜快递 vi.过一
145

夜
15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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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page

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153 permitted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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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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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2

莱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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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

plant

15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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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population 2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159 populous 1 ['pɔpjuləs] adj.人口稠密的；人口多的
160 posted 1 英 ['pəʊstɪd] 美 ['poʊstɪd] adj. 有职位的；消息灵通的；发布的 动词po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61 primate 2 ['praimeit, -mit] n.大主教；灵长类的动物；首领 adj.灵长目动物的；首要的
162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163 project 1 [英 [prəˈdʒekt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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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4 protect 2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165 protected 1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166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167 races 1 abbr.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国内应急通信业务(=Radio Amateur Civil Emergency Service)
168 raining 1 ['reɪnɪŋ] adj. 下雨的 动词rain的现在分词形式.
169 raise 1 [reiz] vt.提高；筹集；养育；升起 vi.上升 n.高地；上升；加薪 n.(Raise)人名；(英)雷兹
1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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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

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real

red 1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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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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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4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175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176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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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1

拉伯)赛义德
17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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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180 season 2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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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2 seeds 1 [siːdz] n. 籽 名词seed的复数形式. 动词s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183 seeking 1 [siː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184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185 setiawan 1 塞蒂亚万
186 shade 1 [ʃeid] n.树荫；阴影；阴凉处；遮阳物；（照片等的）明暗度；少量、些微；细微的差别 vt.使阴暗；使渐变；为…遮
179

阳；使阴郁；掩盖 vi.（颜色、色彩等）渐变 n.(Shade)人名；(英、德)谢德

shand 1 n. 尚德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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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9 silvery 1 ['silvəri] adj.银色的；清脆的；银铃一般的；似银的
190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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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87
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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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3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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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5 species 1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196 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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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8 stating 1 [steɪt] n. 情形；状态；国家；州；政府 adj. 国家的；州的；国事礼仪的 v. 陈述；声明；说明；规定
199 st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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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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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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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1 supposed 2 [sə'pəuzd] adj.假定的；被信以为真的；想象上的 v.假定（suppose的过去分词）
202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203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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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4 the 3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05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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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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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7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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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9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210 threat 3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211 threatened 1 ['θretənd] adj.受到威胁的 v.威胁（threaten的过去分词）
212 to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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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0

(普通话·威妥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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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

tour 1 [tuə] n.旅游，旅行；巡回演出 vt.旅行，在……旅游；在……作巡回演出 vi.旅行，旅游；作巡回演出 n.(Tour)人名；(瑞
典)托尔；(英)图尔

Tours 1 [tuə; tu:r] n.图尔斯（姓氏）；图尔市（法国城市名）
215 trees 1 [triːs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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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4

的复数形式

tri 1 [trai] abbr.产业研究所（TopologyResearchInstitute）；技术报告说明书（TechnicalReportInstruction）
217 under 2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218 undivided 1 [,ʌndi'vaidid] adj.专心的；专一的；未分开的；完整的 v.未分开（undivi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19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220 us 1 pron.我们
221 vegetation 2 [,vedʒi'teiʃən] n.植被；植物，草木；呆板单调的生活
222 village 1 ['vilidʒ] n.村庄；村民；（动物的）群落
223 visi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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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4 visitors 1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225 visits 1 ['vɪzɪt] v. 拜访；参观；闲谈 n. 拜访；参观；聊天
226 VOA 1 英 [ˌviː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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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8 warned 1 英 [wɔːn] 美 [wɔː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229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230 way 1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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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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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6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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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5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236 with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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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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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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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3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240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241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2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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