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7-30 [As It Is] Polish Institute Says Cats Are 'Alien Invasive
Species'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1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O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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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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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to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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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and 1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7 cats 12 [kæts] abbr.高级电视研究中心（CentreforAdvancedTelevisionStudies）；计算机自动测试系统
（ComputerAutomatedTestSystem）；通信和跟踪系统（CommunicationsandTrackingSystem）；综合分析试验系统
（ComprehensiveAnalyticalTestSystem） n.(Cats)人名；(荷)卡茨

8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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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 for 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1 institute 9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12 species 8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13 alien 7 ['eiljən] adj.外国的；相异的，性质不同的；不相容的 n.外国人，外侨；外星人 vt.让渡，转让 n.(Alien)人名；(法)阿利安

14 you 7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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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cat 6 n.猫，猫科动物

17 i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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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solarz 6 n. 索拉兹

19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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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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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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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3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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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invasive 5 [in'veisiv] adj.侵略性的；攻击性的

25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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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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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scientific 5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
28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9 your 5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30 birds 4 ['bɜːdz] n. 鸟，鸟类；禽（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）

31 comment 4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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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may 4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34 media 4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35 polish 4 n.磨光，擦亮；擦亮剂；优雅，精良 vi.擦亮，变光滑 vt.磨光，使发亮；使完美;改进 v.磨光；修改；润色 adj.波兰的

36 s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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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7 stor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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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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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9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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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academy 3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
41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42 argued 3 英 ['ɑːɡju ]ː 美 ['ɑ rːɡju ]ː v. 说服；争论；辩论

43 biodiversity 3 [,baiəudai'və:səti] n.生物多样性

44 box 3 [bɔks] n.箱，盒子；包厢；一拳 vi.拳击 vt.拳击；装…入盒中；打耳光 n.(Box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博克斯

45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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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atus 3 卡蒂斯

47 database 3 ['deitəbeis] n.数据库，资料库

48 decision 3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49 domestic 3 [dəu'mestik] adj.国内的；家庭的；驯养的；一心只管家务的 n.国货；佣人

50 felis 3 ['fi:lis] n.[脊椎]猫属

51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52 k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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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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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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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wildlife 3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56 account 2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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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animal 2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59 animals 2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60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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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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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65 belief 2 [bi'li:f] n.相信，信赖；信仰；教义

66 causes 2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67 classification 2 [/,klæsifi'keiʃən/] n.分类；类别，等级

68 common 2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69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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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

70 criteria 2 [kraɪ'tɪəriə] n. 标准；尺度；准则 名词criterion的复数形式.

71 cruelty 2 ['kru:əlti] n.残酷；残忍；残酷的行为

72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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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domesticated 2 英 [dəʊ'mestɪkeɪtɪd] 美 [də'mestə̩ keɪtɪd] adj. 喜欢家庭生活的；驯服的；驯养的 动词domestic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
式.

74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75 English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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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environment 2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77 harm 2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
78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79 house 2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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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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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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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matteo 2 n. 马泰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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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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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public 2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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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social 2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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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91 think 2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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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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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veterinarian 2 [,vetəri'nεəriən] n.[兽医]兽医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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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97 accounts 1 [ə'kaʊnts] n. 帐目；叙述；账户；客户，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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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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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aired 1 英 [eə(r)] 美 [er] n. 空气；天空；空中；感觉；神态；曲调；装腔作势 v. 晾干；使通风；广播

102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03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04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05 ancient 1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106 anger 1 ['æŋgə] n.怒，愤怒；忿怒 vt.使发怒，激怒；恼火 vi.发怒；恼火 n.(Anger)人名；(罗)安杰尔；(法)安热；(德、捷、瑞典)
安格尔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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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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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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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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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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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115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116 bel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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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biological 1 [,baiəu'lɔdʒik,-kəl] adj.生物的；生物学的

118 biologist 1 [bai'ɔlədʒist] n.生物学家

119 bir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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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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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2 boldly 1 ['bəuldli] adv.大胆地；冒失地；显眼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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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3 book 1 n.书籍；卷；账簿；名册；工作簿 vt.预订；登记 n.(Book)人名；(中)卜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朝)北；(英)布克；(瑞典)博克

124 broadcaster 1 ['brɔ:d,kɑ:stə, -,kæstə] n.广播公司；广播员；播送设备；撒播物

125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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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
128 categorizing 1 ['kætəɡəraɪz] v. 分类

129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130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
131 challenged 1 ['tʃælindʒid] adj.受到挑战的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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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citizen 1 ['sitizən] n.公民；市民；老百姓

134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35 civilizations 1 [sɪvɪlaɪ'zeɪʃnz] n. 文明

136 classified 1 [/'klæsifaid] adj.分类的；类别的；机密的 n.分类广告 v.把…分类（classify的过去分词）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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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click 1 [klik] vt.点击；使发咔哒声 vi.作咔哒声 n.单击；滴答声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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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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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companion 1 [kəm'pænjən] n.同伴；朋友；指南；手册 vt.陪伴 n.(Companion)人名；(英)康帕宁

142 confront 1 [kən'frʌnt] vt.面对；遭遇；比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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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145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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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debated 1 [dɪ'beɪt] n. 辩论；讨论 vt. 争论；思考 vi. 辩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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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defensive 1 [di'fensiv] adj.自卫的；防御用的 n.防御；守势

150 defy 1 [di'fai, 'di:-] vt.藐视；公然反抗；挑衅；使落空 n.挑战；对抗

151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2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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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diversity 1 [dai'və:səti] n.多样性；差异

155 doctor 1 vt.修理；篡改，伪造；为…治病；授以博士学位 n.医生；博士 vi.就医；行医

156 dorota 1 多萝塔

157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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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emotionally 1 [i'məuʃənli] adv.感情上；情绪上；令人激动地；情绪冲动地

160 enter 1 ['entə] vt.进入；开始；参加 vi.参加，登场；进去 n.[计]输入；回车 n.(Enter)人名；(英)恩特

161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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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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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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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flight 1 [flait] n.飞行；班机；逃走 vt.射击；使惊飞 vi.迁徙 n.(Flight)人名；(英)弗莱特

166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167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68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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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genus 1 ['dʒi:nəs] n.类，种；[生物]属

170 Gera 1 ['geirɑ:] n.格拉（德国东部城市）

171 google 1 [gu:gl] 谷歌；谷歌搜索引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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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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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habitations 1 n.居住( habitation的名词复数 ); 住宅，家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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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7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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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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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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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82 hunt 1 [hʌnt] vt.打猎；搜索 vi.打猎；搜寻 n.狩猎；搜寻 n.(Hunt)人名；(德、瑞典)洪特；(英)亨特；(法)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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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image 1 ['imidʒ] n.影像；想象；肖像；偶像 vt.想象；反映；象征；作…的像 n.(Image)人名；(法)伊马热

185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186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87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88 independent 1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
189 indicated 1 adj.表明的；指示的 v.表明（indicate的过去分词）；指出；显示

190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191 inhuman 1 [in'hju:mən] adj.残忍的；野蛮的；无人性的

192 judgment 1 ['dʒʌdʒmənt] n.判断；裁判；判决书；辨别力

193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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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196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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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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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9 login 1 英 ['lɒɡɪn] 美 ['lɔː ɡɪn] n. 登录；注册

200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201 lovers 1 ['lʌvəz] n. 情侣；爱人 名词lover的复数形式.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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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204 mammals 1 ['mæml] n. 哺乳动物 名词mammal的复数形式.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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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6 mating 1 ['meitiŋ] n.（动物等的）交配，交尾；配套；（植物等的）杂交 v.交配；使配对；使紧密配合（mate的现在分词）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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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08 met 1 [met] v.遇见（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et)人名；(瑞典)梅特

209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210 million 1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
211 misinformed 1 英 [ˌmɪsɪn'fɔː m] 美 [ˌmɪsɪn'fɔː rm] vt. 告诉 ... 错误的消息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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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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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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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215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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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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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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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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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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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222 objections 1 [əbd'ʒekʃnz] 缺陷

223 offspring 1 ['ɔfspriŋ, 'ɔ:-] n.后代，子孙；产物

224 opposed 1 [ə'pəuzd] adj.相反的；敌对的 v.反对（oppose的过去分词）；使对立

225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26 outdoors 1 ['aut'dɔ:z] adv.在户外 n.户外 adj.户外的（等于outdoor）

227 owners 1 ['əʊnəz] 业主

228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29 pet 1 [pet] n.宠物；生气；受宠爱的人 vt.宠爱 vi.生气；爱抚 adj.宠爱的 n.(Pet)人名；(俄)佩特；(柬)贝

230 pets 1 abbr.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系统（=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） n. 宠物（pet的复数形式）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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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2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233 pointed 1 ['pɔintid] adj.尖的；突出的；锐利的；率直的 v.指出；瞄准（point的过去式）

234 Poland 1 ['pəulənd] n.波兰（欧洲国家）

235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36 polluted 1 [pə'lju:tid] adj.受污染的；被玷污的 v.污染（pollu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7 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238 post 1 [pəust] n.岗位；邮件；标杆 vt.张贴；公布；邮递；布置 vi.快速行进 n.(Po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捷、瑞典、荷)波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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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published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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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ranks 1 ['ræŋks] n. 队伍 名词rank的复数形式.

243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244 reacted 1 [ri'ækt] v. 反应；反攻

245 reaction 1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
246 reactions 1 英 [ri'ækʃənz] 美 [rɪ'ækʃənz] n. 反应（reaction的复数）

247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48 replies 1 [rɪ'plaɪ] v. 回答；答复；回应 n. 回答；答复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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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251 residence 1 ['rezidəns] n.住宅，住处；居住

252 respected 1 [ri'spektid] adj.受尊敬的 v.尊敬；重视（re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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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run 1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
255 runs 1 [rʌnz] n.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；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.

256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57 sciences 1 科学

258 scientist 1 ['saiəntist] n.科学家

259 season 1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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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seeking 1 [siː 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
261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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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64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265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266 standard 1 ['stændəd] n.标准；水准；旗；度量衡标准 adj.标准的；合规格的；公认为优秀的 n.(Standard)人名；(英)斯坦达德；
(德)施坦达德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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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269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70 surprised 1 [sə'praizd] adj.感到惊讶的，出人意料的 v.使惊奇（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271 tame 1 [teim] adj.驯服的；平淡的；乏味的；顺从的 vt.驯养；使变得平淡；制服 vi.变得驯服 n.(Tame)人名；(捷)塔梅

272 television 1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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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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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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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77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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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80 towards 1 [tə'wɔ:dz, tu-, 'təuədz, twɔ:dz] prep.朝，向；对于；有助于

281 treatment 1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282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83 tvn 1 Television News 电视新闻

284 twitter 1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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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unfairly 1 [ʌn'fɛəli] adv.不公平地；不正当地

287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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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vanessa 1 [və'nesə] n.瓦内萨（女子名）

290 view 1 [vju:] n.观察；视野；意见；风景 vt.观察；考虑；查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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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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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
294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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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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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wil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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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wojciech 1 沃伊切赫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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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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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1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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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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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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