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8-11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Recovery of Different Kinds of
At-risk Animals Can Raise Conflict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2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to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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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or 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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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nd 1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6 in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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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is 1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ar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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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i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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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said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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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t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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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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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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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O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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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nimals 7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16 species 7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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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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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 be 6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0 b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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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can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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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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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me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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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between 5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25 Lyons 5 [ljuŋ] n.里昂（法国城市名）

26 other 5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7 recovery 5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
28 something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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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0 tradeoff 5 ['treɪdˌɔː f] n. 交易；交换

31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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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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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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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conflicts 4 英 ['kɒnflɪkt] 美 ['kɑːnflɪkt] n. 冲突；战斗；矛盾；斗争 vi. 冲突；抵触；争执

36 cormorants 4 n.鸬鹚，贪婪的人( cormorant的名词复数 )

37 eagle 4 ['i:gl] n.鹰；鹰状标饰 n.(Eagle)人名；(英)伊格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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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john 4 [dʒɔn] n.厕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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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often 4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41 stein 4 [stain] n.（容量约为一品脱的）啤酒杯 n.(Stein)人名；(挪、芬、瑞典、塞)斯泰因；(英、法)斯坦；(德、意、匈、捷)施泰
因

42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43 w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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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whe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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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your 4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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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animal 3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48 bald 3 [bɔ:ld] adj.秃顶的；光秃的；单调的；无装饰的 vi.变秃 n.(Bald)人名；(英)鲍尔德；(德、法、波)巴尔德

49 before 3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50 bir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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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birds 3 ['bɜːdz] n. 鸟，鸟类；禽（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）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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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hange 3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54 conservation 3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
55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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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eagles 3 ['iː ɡl] n. 鹰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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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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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kinds 3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60 losers 3 n. 失败者（loser的复数）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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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plac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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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plant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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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4 situation 3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65 such 3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66 things 3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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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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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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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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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wor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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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2 ab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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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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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ac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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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adaptable 2 [ə'dæptəbl] adj.适合的；能适应的；可修改的

76 adapted 2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77 Audubon 2 ['ɔ:dəbɔn] n.奥杜邦（美国鸟类学家、画家和博物学家）

78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79 California 2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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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 climate 2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81 comeback 2 ['kʌmbæk] n.恢复；复原

82 cormorant 2 ['kɔ:mərənt] n.鸬鹚；贪婪的人 adj.贪婪的

83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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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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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experts 2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87 extinction 2 n.灭绝；消失；消灭；废止

88 federation 2 ['fedəreiʃən] n.联合；联邦；联盟；联邦政府

89 gre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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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habitat 2 ['hæbitæt] n.[生态]栖息地，产地 n.(Habitat)人名；(德)哈比塔特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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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having 2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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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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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less 2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97 media 2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98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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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natur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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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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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02 normally 2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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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ones 2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105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06 out 2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107 pimm 2 [人名] 皮姆

108 pl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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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population 2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110 problem 2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111 produce 2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112 protecting 2 [prə'tektiŋ] adj.保护的；防护的 v.保护；防护（protect的ing形式）

113 protection 2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114 re 2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115 retur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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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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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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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same 2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119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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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scientist 2 ['saiəntist] n.科学家

121 scientists 2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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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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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society 2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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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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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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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131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132 threatened 2 ['θretənd] adj.受到威胁的 v.威胁（threaten的过去分词）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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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135 winners 2 温纳斯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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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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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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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adapt 1 [ə'dæpt] vt.使适应；改编 vi.适应

140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141 adult 1 ['ædʌlt, ə'dʌlt] adj.成年的；成熟的 n.成年人

142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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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alter 1 ['ɔ:ltə] vt.改变，更改 vi.改变；修改 n.(Alter)人名；(英)奥尔特；(德、捷、葡、爱沙、立陶、拉脱、俄、西、罗、瑞典)阿
尔特

145 altered 1 ['ɔ:ltəd] v.改变（alter的过去分词） adj.改变了的；蚀变的 n.为参加短程高速汽车赛而改装的赛车

146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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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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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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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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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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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2 attacks 1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153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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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balance 1 ['bæləns] n.平衡；余额；匀称 vt.使平衡；结算；使相称 vi.保持平衡；相称；抵销 n.(Balance)人名；(西)巴兰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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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begin 1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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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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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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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1 breed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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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Bruce 1 [bru:s] n.布鲁斯（男名）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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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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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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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6 camp 1 [kæmp] vi.露营；扎营 vt.扎营；使扎营 n.露营 n.(Camp)人名；(英)坎普；(瑞典)坎普；(法)康

167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168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169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170 challenging 1 ['tʃælindʒiŋ] adj.挑战的；引起挑战性兴趣的 v.要求；质疑；反对；向…挑战；盘问（challenge的ing形式）

171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2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173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
174 Christina 1 [kri'sti:nə] n.克里斯蒂娜（女子名）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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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clearly 1 ['kliəli] adv.清晰地；明显地；无疑地；明净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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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coast 1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
179 colony 1 n.殖民地；移民队；种群；动物栖息地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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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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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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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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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complex 1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185 complicate 1 ['kɔmplikeit] vt.使复杂化；使恶化；使卷入

186 complicates 1 英 ['kɒmplɪkeɪt] 美 ['kɑːmplɪkeɪt] v. 使复杂化；使起纠纷 adj. 复杂的

187 complication 1 [,kɔmpli'keiʃən] n.并发症；复杂；复杂化；混乱

188 Cornell 1 [kɔ:'nel] n.康奈尔（姓氏）

189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90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191 creates 1 [kri'ː eɪts] n. 创立 创建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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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crows 1 英 [krəʊ] 美 [kroʊ] n. 乌鸦；啼叫；欢叫 v. 报晓；啼叫；欢叫；夸口；洋洋自得

194 declined 1 [dɪ'klaɪn] v. 下降；减少；变弱；拒绝；倾斜 n. 衰微；跌落；晚年

195 declining 1 [di'klainiŋ] adj.下滑的；衰退的；倾斜的 v.下降；衰退；婉谢（declin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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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198 disturb 1 [dis'tə:b] vt.打扰；妨碍；使不安；弄乱；使恼怒 vi.打扰；妨碍

199 disturbed 1 [di'stə:bd] adj.扰乱的；为心理失常者而设的 v.干扰（disturb的过去分词）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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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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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3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204 duke 1 [dju:k, du:k] n.公爵，（公国的）君主；公爵（种）樱桃 n.(Duke)人名；(西、俄、瑞典、英)杜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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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ecological 1 [,i:kə'lɔdʒikəl, ,ekə-,-'lɔdʒik] adj.生态的，生态学的

207 ecosystems 1 生态系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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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210 eggs 1 [egz] n. 蛋；鸡蛋 名词egg的复数形式.

211 endangered 1 [in'deindʒəd] adj.濒临灭绝的；有生命危险的

212 England 1 n.英格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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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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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
215 environmental 1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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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fail 1 [feil] vi.失败，不及格；破产；缺乏；衰退 vt.不及格；使失望；忘记；舍弃 n.不及格 n.(Fail)人名；(葡、捷)法伊尔；(法)法
伊

218 falcons 1 ['fɔː lkənz] n. 婴犬

219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220 fit 1 ['fit] vt.安装；使……适应；使……合身；与……相符 vi.符合，配合；适合；合身 adj.健康的；合适的；恰当的；准备好的
n.合身；发作；痉挛 n.(Fit)人名；(捷、罗)菲特

221 fitzpatrick 1 n. 菲茨帕特里克

222 flesher 1 ['fleʃə] n.肉畜；屠夫 n.(Flesher)人名；(英)弗莱舍

223 fly 1 [flai] vi.飞；驾驶飞机；飘扬 vt.飞行；飞越；使飘扬 n.飞行；苍蝇；两翼昆虫 adj.敏捷的 n.(Fly)人名；(法)弗利；(英)弗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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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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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gatherings 1 ['ɡæðərɪŋz] n. 聚集，集会（名词gathering的复数形式）

227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28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229 go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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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google 1 [gu:gl] 谷歌；谷歌搜索引擎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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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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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grows 1 英 [ɡrəʊ] 美 [ɡroʊ] v. 增加；生长；变成；种植；逐渐开始

234 gulls 1 ['ɡʌlz] 气球假目标雷达反射器

235 habitats 1 ['hæbɪtæts] 生境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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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7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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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humans 1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240 hurting 1 adj.受伤害的；受损的 v.伤害；伤心；弄痛（hurt的ing形式）

241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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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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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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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importance 1 [im'pɔ:təns] n.价值；重要；重大；傲慢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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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248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249 interaction 1 [,intər'ækʃən] n.相互作用；[数]交互作用 n.互动

250 interactions 1 [ɪntə'rækʃnz] 相互作用

251 involve 1 [in'vɔlv] vt.包含；牵涉；使陷于；潜心于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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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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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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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laboratory 1 [lə'bɔrətəri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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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large 1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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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larson 1 n. 拉森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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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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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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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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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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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Maine 1 [mein] n.缅因州（美国州名）

266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267 make 1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268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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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mean 1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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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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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movements 1 ['muːvmənts] n. 动作

274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275 narrow 1 ['nærəu] adj.狭窄的，有限的；勉强的；精密的；度量小的 n.海峡；狭窄部分，隘路 vt.使变狭窄 vi.变窄

276 naturally 1 ['nætʃərəli] adv.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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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necessarily 1 ['nesəsərəli, ,nesə'serəli] adv.必要地；必定地，必然地

279 nests 1 [nest] n. 巢；窝 vt. 为 ... 筑巢；嵌入 vi. 筑巢；寻找鸟巢

280 niches 1 [niː ʃ] n. 壁龛；适当的位置；（特定产品或服务的）用户群；[生]生态龛；生态位；小生态环境 vt. 放在适当的位置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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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normal 1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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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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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5 notion 1 ['nəuʃən] n.概念；见解；打算

286 notions 1 ['nəʊʃnz] n. <美>缝纫用的杂货；观念；概念；突然的想法；主张（名词notion的复数形式）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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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numerous 1 ['nju:mərəs] adj.许多的，很多的

289 occasions 1 [ə'keɪʒn] n. 场合；时机；理由；机会；盛大场面 vt. 引起；致使

290 occurring 1 [ə'kə:riŋ] n.事件；事故；事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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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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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opinion 1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294 opposite 1 ['ɔpəzit, -sit] adj.相反的；对面的；对立的 n.对立面；反义词 prep.在…的对面 adv.在对面

295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296 organisms 1 有机体

297 organizes 1 英 ['ɔː ɡənaɪz] 美 ['ɔː rɡənaɪz] v. 组织；安排；筹办

298 ornithology 1 [,ɔ:ni'θɔlədʒi] n.鸟类学；鸟学论文

299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300 otters 1 英 ['ɒtə(r)] 美 ['ɑ tːər] n. 水獭；水獭皮

301 Patrick 1 ['pætrik] n.帕特里克（男子名）

302 peregrine 1 ['perigrin, -grain, -gri:n] n.游隼（等于Falcoperegrinus） adj.外来的，移住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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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pl 1 abbr.分界线（PartingLine）；合用线（PartyLine）；有效负载（PayLoad）；信号灯（PilotLamp）；复数（plural，等于pl）

304 plover 1 ['plʌvə] n.珩；千鸟；珩科鸟（如凤头麦鸡）

305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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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308 pressured 1 英 ['preʃə(r)] 美 ['preʃər] n. 压强；压力；压迫 v. 施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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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prey 1 [prei] vi.捕食；掠夺；折磨 n.捕食；牺牲者；被捕食的动物 n.(Prey)人名；(英、法)普雷；(德)普赖

311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312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313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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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purpose 1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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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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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rar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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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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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reconnecting 1 v.再供应（水电等），再接通（电话）( reconnect的现在分词 )

321 recoveries 1 [rɪ'kʌvərɪz] 追回款

322 recovering 1 [ri'kʌvəriŋ] n.恢复；再生；补偿 v.恢复；再生（recover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323 relationships 1 [rɪ'leɪʃnʃɪps] 关系[式]

324 repeatedly 1 [rɪ'piː tɪdli] adv. 重复地；再三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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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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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requirements 1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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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330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331 seabird 1 ['si:,bə:d] n.[鸟]海鸟（如海鸥，等于seafowl）

332 sharks 1 英 [ʃɑːk] 美 [ʃɑ rːk] n. 鲨鱼 n. 贪婪的人；放高利贷的人；老手 v. 诈取；诈骗

333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334 simple 1 ['simpl] adj.简单的；单纯的；天真的 n.笨蛋；愚蠢的行为；出身低微者 n.(Simple)人名；(法)桑普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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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situations 1 [sɪtʃ'ʊeɪʃnz] 现状

337 snowy 1 ['snəui] adj.下雪的，多雪的；被雪覆盖的；洁白无瑕的

338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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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specialist 1 ['speʃəlist] n.专家；专门医师 adj.专家的；专业的

341 specific 1 [spi'sifik] adj.特殊的，特定的；明确的；详细的；[药]具有特效的 n.特性；细节；特效药
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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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States 1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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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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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6 Stuart 1 [stjuət] n.英国斯图亚特王室；斯图尔特（男子名，等于Stewart）

347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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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8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49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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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tend 1 [tend] vi.趋向，倾向；照料，照顾 vt.照料，照管

352 tern 1 [tə:n] n.燕鸥；三个一组 adj.三个一套的 n.(Tern)人名；(瑞典、德)特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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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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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threaten 1 ['θretən] vt.威胁；恐吓；预示 vi.威胁；可能来临

356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357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
358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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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61 type 1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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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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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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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volunteers 1 英 [ˌvɒlən'tɪə(r)] 美 [ˌvɑ lːən'tɪr] n. 志愿者；(自行生长的)植物 v. (自愿)做
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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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water 1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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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welcome 1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
372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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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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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whack 1 [hwæk] vt.重打；猛击；击败；削减 n.重击；尝试；份儿；机会 vi.重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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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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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whittle 1 ['hwitl] vt.削；削减；切；削弱 vi.削；削木头；弄坏身体 n.屠刀 n.(Whittle)人名；(英)惠特尔

379 wiser 1 ['waɪzə] adj. 聪明的；贤明的 形容词wise的比较级形式.
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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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1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82 worry 1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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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人名；(英)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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