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6-09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Bird Sellers Help Rare Bird
Return to the Wild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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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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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1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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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birds 13 ['bɜːdz] n. 鸟，鸟类；禽（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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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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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 mynah 10 ['mainə] n.八哥

11 Bali 9 ['bɑ:li] n.（印度尼西亚）巴厘岛

12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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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with 9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4 by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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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conservation 8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
16 park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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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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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9 animals 6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20 bird 6 [bə:d] n.鸟；家伙；羽毛球 vt.向…喝倒彩；起哄 vi.猎鸟；观察研究野鸟 n.(Bird)人名；(英、西)伯德

21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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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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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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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5 breeding 5 ['bri:diŋ] n.繁殖；饲养；教养；再生 v.生产；培育；使…繁殖（breed的ing形式） n.(Breeding)人名；(英)布里丁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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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reeders 4 n. 饲养员（breeder的复数）；增殖（反应）堆；产仔的动物

28 national 4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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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plant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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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 program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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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squires 4 英 ['skwaɪə(r)] 美 ['skwaɪər] n. 护卫；侍从；乡绅；大地主 v. 侍从；护卫

33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4 wil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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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community 3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36 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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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Indonesia 3 ['indəu'ni:zjə,-ʒə] n.印尼，印度尼西亚（东南亚岛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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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natural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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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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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population 3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43 release 3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44 released 3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45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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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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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48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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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51 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52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53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54 animal 2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55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56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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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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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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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60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61 critically 2 adv.精密地；危急地；严重地；批评性地；用钻研眼光地；很大程度上；极为重要地

62 death 2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63 efforts 2 ['efəts] 努力

64 endangered 2 [in'deindʒəd] adj.濒临灭绝的；有生命危险的

65 exist 2 [ig'zist] vi.存在；生存；生活；继续存在

66 extinct 2 [ik'stiŋkt] adj.灭绝的，绝种的；熄灭的 vt.使熄灭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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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going 2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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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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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hobby 2 ['hɔbi] n.嗜好；业余爱好 n.(Hobby)人名；(英)霍比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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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关系的；世界的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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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75 kee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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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led 2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77 loss 2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
78 money 2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79 nature 2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80 needed 2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81 organization 2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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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permits 2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83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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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problems 2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85 rare 2 adj.稀有的；稀薄的；半熟的 adj.杰出的；极度的；非常好的 adv.非常；极其 vi.用后腿站起；渴望

86 resources 2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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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sale 2 [seil] n.销售；出售；拍卖；销售额；廉价出售 n.(Sa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瑞典)萨莱；(英、萨摩)塞尔；(法)萨尔

89 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90 sellers 2 n. 塞勒斯

91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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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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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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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species 2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96 spre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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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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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west 2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99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100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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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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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works 2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103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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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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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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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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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adv 1 ['ædvɜːb] abbr. 副词（=adverb）

110 affected 1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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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agus 1 n. 阿古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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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Andi 1 n. 安迪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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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applied 1 [ə'plaid] adj.应用的；实用的 v.应用；实施（apply的过去分词）；敷上

117 approach 1 [ə'prəutʃ] n.方法；途径；接近 vt.接近；着手处理 vi.靠近

118 approved 1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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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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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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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2 baby 1 ['beibi] n.婴儿，婴孩；孩子气的人 vt.纵容，娇纵；把……当婴儿般对待 adj.婴儿的；幼小的 n.(Baby)人名；(法、葡)巴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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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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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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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128 benefit 1 n.利益，好处；救济金 vt.有益于，对…有益 vi.受益，得益

129 benefits 1 ['benɪfɪt] n. 利益；津贴；义演；保险金；借助 vt. 有益于；得益

130 bett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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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biology 1 [bai'ɔlədʒi] n.（一个地区全部的）生物；生物学

132 birdlife 1 ['bə:d,laif] n.国际鸟盟

133 black 1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134 blue 1 n.蓝色；[复数]（美国海、陆、空三军穿的）蓝色制服；蓝颜料；[theblue(s)][用作单数或复数]布鲁斯（歌曲）（一种伤
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.蓝色的；沮丧的，忧郁的；下流的 vt.把…染成蓝色；使成蓝色；给…用上蓝剂；用上蓝剂于 vi.变成
蓝色，呈蓝色 n.（英、西、意）布卢（人名）

135 bred 1 [bred] br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136 breed 1 [bri:d] vi.繁殖；饲养；产生 vt.繁殖；饲养；养育，教育；引起 n.[生物]品种；种类，类型 n.(Breed)人名；(英)布里德

137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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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caged 1 [keidʒd] adj.关在笼子里的 vt.把…关入笼内（c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39 called 1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140 captivity 1 [kæp'tivəti] n.囚禁；被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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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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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145 cen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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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certainly 1 ['sə:tənli] adv.当然；行（用于回答）；必定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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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closely 1 ['kləusli] adv.紧密地；接近地；严密地；亲近地

149 collectors 1 [kə'lektəz] 集合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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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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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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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155 continued 1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
156 creation 1 [kri:'eiʃən] n.创造，创作；创作物，产物

157 danger 1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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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60 draw 1 [drɔ:] vt.画；拉；吸引 vi.拉；拖 n.平局；抽签 n.(Draw)人名；(英)德劳

161 drive 1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162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163 eating 1 ['i:tiŋ] adj.侵蚀的；可生食的；进餐用的 n.吃；食物 v.吃（ea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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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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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67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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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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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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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71 extent 1 [ik'stent] n.程度；范围；长度

172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173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174 feathers 1 ['feðəz] n. 羽毛；羽衣；装束 名词feath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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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177 foundation 1 [faun'deiʃən] n.基础；地基；基金会；根据；创立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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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9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180 gede 1 盖德

181 genus 1 ['dʒi:nəs] n.类，种；[生物]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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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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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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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186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187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188 gre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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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Greater 1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
190 gunpoint 1 ['gʌnpɔint] n.枪口

191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192 helpful 1 ['helpful] adj.有帮助的；有益的

193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194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195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96 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
197 hundred 1 ['hʌndrəd] n.一百；许多 adj.一百的；许多的 num.百；百个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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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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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illegal 1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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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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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infected 1 [in'fektid] adj.被感染的 v.传染（infect的过去分词）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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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06 involvement 1 n.参与；牵连；包含；混乱；财政困难

207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208 islan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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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10 keepers 1 n.饲养员( keeper的名词复数 ); 保管人; 管理人; 负责人

211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212 killing 1 ['kiliŋ] adj.杀害的；迷人的；使人筋疲力尽的 n.杀戮；谋杀；猎获物 v.杀死；消磨；毁掉（kill的ing形式） n.(Killing)人
名；(德)基林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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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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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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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launch 1 [lɔ:ntʃ, lɑ:ntʃ] vt.发射（导弹、火箭等）；发起，发动；使…下水 vi.开始；下水；起飞 n.发射；发行，投放市场；下
水；汽艇

216 leads 1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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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li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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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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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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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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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英)利文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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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lowland 1 ['ləulænd] n.低地；苏格兰低地 adj.低地的；苏格兰低地的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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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Manchester 1 ['mæntʃistə] n.曼彻斯特（英格兰西北部一大城市）

227 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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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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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29 metropolitan 1 [,metrə'pɔlitən] adj.大都市的；大主教辖区的；宗主国的 n.大城市人；大主教；宗主国的公民

230 milko 1 ['mikəu] n.售奶工人；送奶工人（等于milkman） n.(Milko)人名；(西、俄、塞、保)米尔科

231 model 1 ['mɔdəl] n.模型；典型；模范；模特儿；样式 vt.模拟；塑造；模仿 vi.做模型；做模特儿 adj.模范的；作模型用的 n.
(Model)人名；(德、俄、英)莫德尔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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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34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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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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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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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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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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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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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46 parasite 1 ['pærəsait] n.寄生虫；食客

247 Parks 1 n.帕克斯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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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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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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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pleasure 1 ['pleʒə, 'plei-] n.快乐；希望；娱乐；令人高兴的事 vt.使高兴；使满意 vi.高兴；寻欢作乐

252 populations 1 [pɒpjʊ'leɪʃnz] 居群

253 predator 1 ['predətə] n.[动]捕食者；[动]食肉动物；掠夺者

254 predators 1 [p'redətəz] 食虫动物

255 presence 1 ['prezəns] n.存在；出席；参加；风度；仪态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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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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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preys 1 [preɪ] n. 牺牲者；被掠食者，猎物 vi. 掠夺；捕食；使 ... 苦恼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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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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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262 profit 1 ['prɔfit] n.利润；利益 vi.获利；有益 vt.有益于 n.(Profit)人名；(法)普罗菲

263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64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265 rea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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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267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68 regency 1 ['ri:dʒənsi] n.摄政；摄政统治；摄政权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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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0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271 releases 1 [rɪ'liː s] n. 释放；让渡；发行 vt. 释放；让与；准予发表；发射

272 remaining 1 [rɪ'meɪnɪŋ] adj. 剩余的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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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275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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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robbed 1 英 [rɒb] 美 [rɑːb] v. 抢劫；掠夺

278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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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self 1 [self] n.自己，自我；本质；私心 adj.同一的 vt.使自花授精；使近亲繁殖 vi.自花授精 n.(Self)人名；(英)塞尔夫

281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82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283 skin 1 [skin] n.皮肤；外皮 vt.剥皮 vi.愈合；长皮

284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285 sort 1 [sɔ:t] n.种类；方式；品质 vi.分类；协调；交往 vt.将…分类；将…排序；挑选出某物

286 sought 1 [sɔ:t] v.寻找（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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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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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stolen 1 ['stəulən] adj.偷走的 v.偷窃；剽窃（steal的过去分词）

290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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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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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sustain 1 [sə'stein] vt.维持；支撑，承担；忍受；供养；证实

294 sustaining 1 [sə'steiniŋ] adj.持续的；支持的 v.维持（sustain的现在分词）；支持；承受

295 tabanan 1 n. 塔巴南(在印度尼西亚；东经 115º05' 南纬 8º31')

296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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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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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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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0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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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1 threatened 1 ['θretənd] adj.受到威胁的 v.威胁（threaten的过去分词）

302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303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304 tom 1 n.雄性动物（尤指雄猫）；汤姆（人名） v.〈美口〉(像汤姆叔一样)逆来顺受

305 tourists 1 ['tuərɪsts] n. 旅游者，旅行者，观光客（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）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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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traditionally 1 [trə'diʃənəli] adv.传统上；习惯上；传说上

308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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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us 1 pron.我们

311 Victoria 1 [vik'tɔ:riə] n.维多利亚（女子名）

312 villagers 1 ['vɪlɪdʒəz] n. 乡下人

313 villages 1 ['vilidʒəz] n. 村庄，村（名词village的复数形式）；<大写>比利亚赫斯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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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16 waste 1 [weist] n.浪费；废物；荒地；损耗；地面风化物 vt.浪费；消耗；使荒芜 vi.浪费；变消瘦；挥霍钱财 adj.废弃的；多余
的；荒芜的

317 watched 1 英 [wɒtʃ] 美 [wɑ tːʃ] v. 注视；看守；观看 n. 手表；监视；看守；值班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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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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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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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322 winged 1 [wiŋd] adj.有翼的；飞行的；迅速的；翼受伤的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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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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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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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326 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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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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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