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5-07 [As It Is] Congo Wildlife Center Gives Chimps a Home
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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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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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of 1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a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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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 apes 8 [eɪp] n. 猿 adj. <俚>疯狂的 v. 模仿

8 t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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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nd 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0 center 7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11 there 7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12 Congo 6 ['kɔŋgəu] n.刚果（位于非洲中部）

13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4 forest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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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great 5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16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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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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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nimals 4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19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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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 chimpanzee 4 [,tʃimpən'zi:] n.[脊椎]黑猩猩

21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2 groups 4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23 mo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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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sanctuary 4 ['sæŋktju'ri, -tʃuə-] n.避难所；至圣所；耶路撒冷的神殿

25 armed 3 [ɑ:md] adj.武装的；有扶手的；有防卫器官的（指动物） n.(Armed)人名；(科摩)阿米德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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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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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ho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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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illegal 3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
30 int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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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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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poachers 3 n. 偷猎者；侵入者（poacher的复数）

33 primates 3 [prai'meiti:z] n.灵长类

34 republic 3 [ri'pʌblik] n.共和国；共和政体

35 someone 3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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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young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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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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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英、葡)扬

38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9 bump 2 [bʌmp] n.肿块，隆起物；撞击 vi.碰撞，撞击；颠簸而行 vt.碰，撞；颠簸 adv.突然地，猛烈地 n.(Bump)人名；(英、西)邦
普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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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democratic 2 [,demə'krætik,-kəl] adj.民主的；民主政治的；大众的

42 eastern 2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43 gives 2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44 grasp 2 [grɑ:sp, græsp] n.抓住；理解；控制 vt.抓住；领会 vi.抓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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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higher 2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47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48 human 2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49 hunters 2 n. 亨特斯(在美国；西经 118º12' 北纬 48º09')

50 hunt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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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52 k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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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member 2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54 nations 2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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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presence 2 ['prezəns] n.存在；出席；参加；风度；仪态

57 protect 2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58 recent 2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59 reintegration 2 [,ri:inti'greiʃən] n.重新整合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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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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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63 see 2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64 sell 2 [sel] vt.销售；推销；出卖；欺骗 vi.卖；出售；受欢迎；有销路 n.销售；失望；推销术 n.(Sell)人名；(德)泽尔；(英、芬、
瑞典)塞尔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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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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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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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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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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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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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73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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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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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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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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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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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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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81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82 agree 1 [ə̍ ɡriː ] vt.同意，赞成；承认；约定，商定 vi.vi.同意，意见一致；约定，商定

83 al 1 [ɑ:l] abbr.美国联盟（AmericanLeague）；美国军团（AmericanLegion）；阿尔巴尼亚（Albania，欧洲一国家名）；美国亚拉
巴马州（Alabama） n.(Al)人名；(英)阿尔(Albert在美国的昵称)

84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85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86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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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ape 1 [eip] n.[脊椎]猿；傻瓜；模仿者 vt.模仿；抢台词 adj.狂热的 n.(Ape)人名；(意)阿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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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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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arrival 1 [ə'raivəl] n.到来；到达；到达者

92 arrivals 1 [ə'raɪvəlz] n. 到达 名词arrival的复数形式.

93 arrives 1 [ə'raɪv] vi. 到达；到来；成功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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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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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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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beings 1 ['biː ɪŋz] n. 人；n

98 blocking 1 ['blɔkiŋ] n.阻塞；封闭；大块 v.阻塞（block的ing形式）

99 brief 1 [bri:f] adj.简短的，简洁的；短暂的，草率的 n.摘要，简报；概要，诉书 vt.简报，摘要；作…的提要 n.(Brief)人名；(英)布
里夫

100 burgo 1 布尔戈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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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captivity 1 [kæp'tivəti] n.囚禁；被关

103 capture 1 vt.俘获；夺得；捕捉，拍摄,录制 n.捕获；战利品，俘虏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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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chimp 1 [tʃimp] n.（非洲的）黑猩猩

106 chimpanzees 1 n. 黑猩猩属

107 chimps 1 n.（非洲）黑猩猩( chimp的名词复数 )

108 Claude 1 [klɔ:d] n.克劳德（男子名）

109 Congolese 1 [,kɔŋgəu'li:z] adj.刚果人的；刚果语的 n.刚果人；刚果语

110 conservation 1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
111 conservationist 1 [,kɔnsə'veiʃənist] n.自然资源保护论者

112 conservationists 1 n.自然资源保护者，生态环境保护者( conservationist的名词复数 )

113 declare 1 [di'klεə] vt.宣布，声明；断言，宣称 vi.声明，宣布

114 decreasing 1 [di'kri:siŋ] adj.渐减的 v.减少；缩减（decrease的ing形式）

115 del 1 [del] n.删除文件；[数]倒三角形 n.(Del)人名；(匈)戴尔；(柬)德

116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17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118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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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0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121 empty 1 ['empti] adj.空的；无意义的；无知的；徒劳的 vt.使失去；使…成为空的 vi.成为空的；流空 n.空车；空的东西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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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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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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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125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126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127 famil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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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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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130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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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gorilla 1 [gə'rilə] n.大猩猩

133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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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guns 1 ['ɡʌnz] 枪炮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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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7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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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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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41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42 horrible 1 ['hɔrəbl] adj.可怕的；极讨厌的

143 hug 1 [hʌg] vt.拥抱；紧抱；抱有，坚持 vi.拥抱；紧抱在一起；挤在一起 n.拥抱；紧抱；固执 n.(Hug)人名；(英)胡克；(法)于
格；(德、瑞典)胡格

144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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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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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148 johannes 1 [dʒəu'hænis] n.葡萄牙18，19世纪的金币 n.(Johannes)人名；(英、西)约翰尼斯；(德、芬、捷、挪、冰、丹、意、瑞典)
约翰内斯

149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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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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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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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54 law 1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155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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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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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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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loss 1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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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manager 1 ['mænidʒə] n.经理；管理人员

163 marketed 1 英 ['mɑːkɪtɪd] 美 ['mɑrkɪtɪd] adj. 推向市场的 动词mark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64 martial 1 ['mɑ:ʃəl] adj.军事的；战争的；尚武的 n.(Martial)人名；(法)马夏尔

165 meat 1 [mi:t] n.肉，肉类（食用）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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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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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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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monkeys 1 ['mʌŋki] n. 猴子；猴一样的人 v. 嘲弄；胡闹；模仿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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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muc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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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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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neighboring 1 ['neibəriŋ] adj.邻近的；附近的（等于neighbouring） v.与…为邻；位于附近（neighbor的ing形式）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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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no 1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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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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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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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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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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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opened 1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
181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82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183 partnership 1 ['pɑ:tnəʃip] n.合伙；[经管]合伙企业；合作关系；合伙契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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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phrasal 1 ['freizl] adj.短语的；习惯用语的，成语的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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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莱斯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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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8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189 populations 1 [pɒpjʊ'leɪʃnz] 居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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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prices 1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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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194 protected 1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
195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196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97 rehabilitation 1 ['ri:hə,bili'teiʃən] n.复原

198 reintegrated 1 英 [riː 'ɪntɪgreɪt] 美 [rɪ'ɪntɪ̩ greɪt] vt. 使重新成为一体；使重新统一

199 release 1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200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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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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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rescuer 1 ['reskjuə] n.救助者

204 resources 1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205 resurgence 1 [ri'sə:dʒəns] n.复活；再现；再起

206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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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securer 1 [sɪ'kjʊərə] n. 获得者

209 seek 1 [si:k] vt.寻求；寻找；探索；搜索 vi.寻找；探索；搜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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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0 separated 1 ['sepəreitid] adj.分开的；分居；不在一起生活的 v.分开；隔开（sepa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11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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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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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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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survival 1 [sə'vaivəl] n.幸存，残存；幸存者，残存物

217 sylvestre 1 西尔韦斯特

218 targeted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 rː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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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ten 1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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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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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225 threatened 1 ['θretənd] adj.受到威胁的 v.威胁（threaten的过去分词）

226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227 trade 1 [treid] n.贸易，交易；行业；职业 vi.交易，买卖；以物易物 vt.用…进行交换

228 trafficking 1 ['træfɪk] n. （人或车等）交通流量；不正当生意（走私） v. 做生意（多指违法的）；游览

229 travelled 1 ['trævəld] v.旅行（等于traveled，trav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过…旅行的，去过…地方的

230 us 1 pron.我们

231 velez 1 维莱斯

232 verb 1 [və:b] n.动词；动词词性；动词性短语或从句 adj.动词的；有动词性质的；起动词作用的 n.(Verb)人名；(俄)韦尔布

233 village 1 ['vilidʒ] n.村庄；村民；（动物的）群落

234 violence 1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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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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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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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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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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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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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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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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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5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246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47 worst 1 [wə:st, 'wə:st] adj.最差的，最坏的；最不利的；效能最低的 n.最坏；最坏的时候 adv.最坏地；最不利地 n.(Worst)人名；
(英、德)沃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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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zoos 1 [zu ]ː n. 动物园；拥挤杂乱的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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