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3-19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App Helps People Collect
Animals Killed on Roads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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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ceptable 1 [ək'septəbl] adj.可接受的；合意的；可忍受的

3 accidental 1 [,æksi'dentəl] adj.意外的；偶然的；附属的；临时记号的 n.次要方面；非主要的特性；临时记号

4 accidents 3 ['æksɪdənts] 事故

5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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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ded 3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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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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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11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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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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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6 and 1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7 animal 4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8 animals 10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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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ntelope 1 ['æntiləup] n.羚羊；羚羊皮革

21 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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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pp 5 [æp] abbr.应用（Application）；穿甲试验（ArmorPiercingProof） n.(App)人名；(英)阿普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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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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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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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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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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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 bales 3 [beɪl] n. 包；捆；灾祸；不幸 v. 将 ... 打包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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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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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33 bigger 1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
34 bison 1 ['baisən] n.北美野牛；欧洲野牛 n.(Bison)人名；(法、德)比松

35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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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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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circle 1 ['sə:kl] n.循环，周期；圆；圈子；圆形物 vi.盘旋，旋转；环行 vt.画圆圈；环绕…移动

39 citizens 1 ['sɪtɪzənz] 公民

40 claim 1 [kleim] vi.提出要求 vt.要求；声称；需要；认领 n.要求；声称；索赔；断言；值得

41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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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collect 4 [kə'lekt] vt.收集；募捐 vi.收集；聚集；募捐 adv.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.由收件人付款的 n.(Collect)人名；(英)科莱克特

43 collected 1 [kə'lektid] adj.镇定的；收集成的 v.收集；聚集（collect的过去式）

44 collision 1 n.碰撞；冲突；（意见，看法）的抵触；（政党等的）倾轧

45 collisions 1 [kə'lɪʒnz] 碰撞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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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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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ompleted 1 [kəm'pliː 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9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50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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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oyotes 1 n. 土狼（coyote的复数）

53 crash 2 [kræʃ] n.撞碎；坠毁；破产；轰隆声；睡觉 vi.摔碎；坠落；发出隆隆声；(金融企业等)破产 vt.打碎；使坠毁、撞坏；擅
自闯入

54 crashes 1 [kræʃ] v. 撞击；坠毁；发出巨响；崩溃；破产；<俚>宿夜 n. 轰隆声；猛撞；崩溃；暴跌；垮台；粗布 adj. 速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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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reature 1 ['kri:tʃə] n.动物，生物；人；创造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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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ritter 1 ['kritə] n.人；家畜；马；牛

59 critters 1 ['krɪte] n. 家畜；生物 名词critter的复数形式.

60 crossings 1 [k'rɒsɪŋz] 交叉口

61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62 dark 1 adj.黑暗的，深色的；模糊的；无知的；忧郁的 n.黑暗；夜；黄昏；模糊 n.（Dark）人名；（英）达克 n.（Dark）《暗
黑》（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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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dead 1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
65 decide 2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66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67 deer 9 [diə] n.鹿 n.(Deer)人名；(英)迪尔

68 defines 1 [dɪ'fɑɪnz] v. 定义 动词defin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69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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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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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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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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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eagles 1 ['iː ɡl] n. 鹰

75 eat 1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
76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77 elk 1 [elk] n.麋鹿；软鞣粗皮；驼鹿皮革 n.(Elk)人名；(芬)埃尔克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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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environments 1 [en'vaɪərənmənts] 环境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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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82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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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factor 1 ['fæktə] n.因素；要素；[物]因数；代理人 vi.做代理商 vt.把…作为因素计入；代理经营；把…分解成 n.(Factor)人名；(英)
法克特

85 factors 1 英 ['fæktə(r)] 美 ['fæktər] n. 因素；因数；因子 vt. 把 ... 因素包括进去 vi. 作为因素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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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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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federation 1 ['fedəreiʃən] n.联合；联邦；联盟；联邦政府

88 fe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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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ish 1 [fiʃ] vi.捕鱼，钓鱼；用钩捞取 n.鱼，鱼类 vt.钓鱼，捕鱼；搜寻 n.(Fish)人名；(英、西)菲什；(俄)菲施

90 food 2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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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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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4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95 function 1 ['fʌŋkʃən] n.功能；[数]函数；职责；盛大的集会 vi.运行；活动；行使职责

96 game 1 [geim] n.游戏；比赛 adj.勇敢的 vi.赌博 n.(Game)人名；(英)盖姆；(法)加姆；(西)加梅

97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
98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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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guidelines 1 ['ɡaɪdlaɪnz] n. 指导方针；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.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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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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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happening 2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104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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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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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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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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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hel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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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helps 2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10 highway 1 ['haiwei] n.公路，大路；捷径

111 highways 1 ['haɪweɪz] 高速公路

112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13 hit 1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114 h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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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hunted 1 ['hʌntid] adj.被捕猎的；受迫害的 v.狩猎；追捕（hunt的过去式）

116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
117 i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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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8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19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20 informed 1 [in'fɔ:md] adj.消息灵通的；见多识广的 v.通知；使了解；提供资料（inform的过去分词）

121 interstate 1 ['intəsteit, intə's-] adj.州际的；州与州之间的 n.（美）州际公路

122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3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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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jaden 1 n. 杰登

125 killed 6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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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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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lander 1 ['lændə] n.着陆器；出铁槽；把钩工人 n.(Lander)人名；(丹)兰诺；(德、俄、西、捷、瑞典)兰德尔；(英)兰德

129 l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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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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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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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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132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133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34 legally 1 ['li:gəli] adv.合法地；法律上

135 legislation 1 [,ledʒis'leiʃən] n.立法；法律

136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37 l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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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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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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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41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142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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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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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mobile 1 adj.可移动的；机动的；易变的；非固定的 n.移动电话

146 moose 1 n.[脊椎]驼鹿；麋 [复数moose]

147 mule 5 [mju:l] n.骡；倔强之人，顽固的人；杂交种动物 n.(Mule)人名；(意)穆莱；(英)米尔

148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49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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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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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numb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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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54 officials 5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55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56 O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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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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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operated 1 ['ɒpəreɪtɪd] v. 操作；运动；运算；作战；见效；完成；开刀 动词op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9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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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61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62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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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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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166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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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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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performs 1 英 [pə'fɔː m] 美 [pər'fɔː 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170 permission 1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
171 permits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172 phones 1 英 [fəʊn] 美 [foʊn] n. 电话；电话机；听筒；耳机；[语]音素 v. 打电话 suf. 表示“声音”或“说 ... 语言的人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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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picked 1 ['pikid, pikt] adj.采摘的；精选的 v.挑选；采摘（pick的过去式）

174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175 presents 1 [p'rɪzents] n. 礼物 名词present的复数形式.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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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178 processed 1 [p'rəsest] adj. 经加工的；处理的 动词proc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9 program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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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provides 2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181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182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183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184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185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86 reduction 1 n.减少；下降；缩小；还原反应

187 register 1 ['redʒistə] vt.登记；注册；记录；挂号邮寄；把…挂号；正式提出 vi.登记；注册；挂号 n.登记；注册；记录；寄存
器；登记簿 n.(Register)人名；(英)雷吉斯特

188 remains 2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189 remove 1 [ri'mu:v] vt.移动，迁移；开除；调动 vi.移动，迁移；搬家 n.移动；距离；搬家

190 repairs 1 [rɪ'peəz] n. 修理工作 名词repair的复数形式.

191 rep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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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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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194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195 risks 1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
196 road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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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roadkill 9 n.路毙的动物

198 roads 3 n. 路；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. 罗兹(姓氏)

199 rules 2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00 safety 2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201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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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sara 1 ['sɑ:rə] n.萨拉（女子名）；萨拉族；萨拉人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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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seek 1 [si:k] vt.寻求；寻找；探索；搜索 vi.寻找；探索；搜索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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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6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207 sightings 1 n.照准，观察，视线( sighting的名词复数 )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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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210 skunks 1 [skʌŋk] n. 臭鼬；臭鼬皮；讨厌鬼 v. 使惨败；欺骗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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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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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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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spokesperson 2 ['spəuks,pə:s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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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stat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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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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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struggling 1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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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supported 1 [sə'pɔː tɪd] adj.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20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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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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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the 3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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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26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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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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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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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to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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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1 tool 2 [tu:l] n.工具，用具；器械，机床；手段 vi.使用工具；用机床装备工厂 vt.用工具给……加工

232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233 traffic 1 ['træfik] n.交通；运输；贸易；[通信]通信量 vt.用…作交换；在…通行 vi.交易，买卖

234 transportation 1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
235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236 turkey 1 ['tə:ki] n.火鸡；笨蛋；失败之作

237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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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us 1 pron.我们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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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41 users 1 ['juːzəs] n.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.

242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43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244 vehicle 1 ['viː ɪk(ə)l] n.[车辆]车辆；工具；交通工具；运载工具；传播媒介；媒介物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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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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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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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warning 1 ['wɔ:niŋ] n.警告；预兆；预告 adj.警告的；引以为戒的 v.警告（warn的ing形式） n.(Warning)人名；(德)瓦宁

249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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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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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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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254 whenever 1 [hwen'evə, hwən-] conj.每当；无论何时 adv.不论何时；随便什么时候

255 where 4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256 whitetail 1 ['hwaitteil] n.白尾鹿

257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58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259 widely 1 ['waidli] adv.广泛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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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wil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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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wildlife 4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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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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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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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yoming 6 [wai'əumiŋ] n.美国怀俄明州

267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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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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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