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8-17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African Wildlife Parks Face
Climate, Infrastructure Threat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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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cess 2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
4 accoun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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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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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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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
8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9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10 ademola 1 n. 阿德莫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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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dvisor 1 [əd'vaizə] n.顾问；指导教师；劝告者

13 Africa 10 ['æfrikə] n.非洲

14 African 3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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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griculture 1 n.农业；农耕；农业生产；农艺，农学

17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8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9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20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1 and 2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2 animals 3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23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24 approach 2 [ə'prəutʃ] n.方法；途径；接近 vt.接近；着手处理 vi.靠近

25 ar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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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reas 8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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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rt 1 n.（包括雕塑、绘画、音乐等的）艺术，美术；美术（作）品；艺品（作）品；（表演）艺术；技术，技巧； adj.艺术
的；艺术品的；具有艺术性的 v.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，过时用法

29 as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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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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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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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33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34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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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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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iodiversity 2 [,baiəudai'və:səti] n.生物多样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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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irdlife 1 ['bə:d,laif] n.国际鸟盟

40 bore 1 [bɔ:] vi.钻孔 vt.钻孔；使烦扰 n.孔；令人讨厌的人 n.(Bore)人名；(法)博尔；(塞、马里)博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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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uffaloes 1 英 ['bʌfələʊ] 美 ['bʌfəloʊ] n. 水牛；野牛；水陆坦克 vt. 威吓；欺骗；迷惑

42 building 2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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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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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alls 1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46 campaigners 1 n.从军者，出征者，竞选者( campaigner的名词复数 )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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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arbon 2 ['kɑ:bən] n.[化学]碳；碳棒；复写纸 adj.碳的；碳处理的 n.(Carbon)人名；(西)卡尔翁；(法)卡尔邦；(英)卡本

49 carried 1 ['kærid] adj.被运的；入神的；忘我的 v.保持（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搬运

50 catholic 1 ['kæθəlik] adj.天主教的；宽宏大量的 n.天主教徒；罗马天主教

51 Caty 2 卡蒂

52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53 centuries 1 ['sentʃərɪz] n. 世纪 名词century的复数形式.

54 change 4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55 changer 1 ['tʃeindʒə] n.转换开关装置；改变者（change的名词形式）

56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57 clean 1 [kli:n] adj.清洁的，干净的；清白的 vt.使干净 vi.打扫，清扫 adv.完全地 n.打扫 n.(Clean)人名；(英)克林

58 climate 5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59 colonial 1 [kə'ləunjəl] n.殖民地居民 adj.殖民地的，殖民的

60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61 commen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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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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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ommunicate 1 vi.通讯，传达；相通；交流；感染 vt.传达；感染；显露

64 communities 2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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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ongo 1 ['kɔŋgəu] n.刚果（位于非洲中部）

67 conservancy 1 [kən'sə:vənsi] n.管理；保护；保存

68 conservation 2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
69 conservationists 2 n.自然资源保护者，生态环境保护者( conservationist的名词复数 )

70 construction 2 [kən'strʌkʃən] n.建设；建筑物；解释；造句

71 counsell 1 [kaʊn'sel] v. 商议 计划. 忠告.

72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73 countr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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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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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criticism 1 ['krɪtɪsɪzəm] n.批评；考证；苛求

76 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77 decisions 1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
78 depicted 1 [dɪ'pɪkt] vt. 描述；描绘；画

79 depleted 1 [dɪ'plɪtɪd] adj. 枯竭的；废弃的 动词de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80 development 6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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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dioxide 1 [dai'ɔksaid] n.二氧化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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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diversity 1 [dai'və:səti] n.多样性；差异

85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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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86 drawn 1 [drɔ:n] adj.拔出的 v.画，绘图（draw的过去分词）

87 drill 1 n.训练；钻孔机；钻子；播种机；演习 vi.钻孔；训练 vt.钻孔；训练；条播 n.(Drill)人名；(德、英)德里尔

88 drilling 1 ['driliŋ] n.钻孔；训练，教练；演练 v.钻孔；训练（drill的ing形式）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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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drought 2 [draut] n.干旱；缺乏 n.(Drought)人名；(英)德劳特

91 dryness 1 ['drainis] n.干燥；冷淡；干燥无味

92 due 1 [dju:, du:] adj.到期的；预期的；应付的；应得的 n.应付款；应得之物 adv.正（置于方位词前） n.(Due)人名；(英)迪尤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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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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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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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e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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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eastern 1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98 economic 2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99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100 effects 2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101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02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03 elephants 2 ['elifənts] n.大象（elephant的复数）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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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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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107 environmental 2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108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09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10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111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112 expertise 1 [,ekspə:'ti:z] n.专门知识；专门技术；专家的意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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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extended 1 [ik'stendid] adj.延伸的；扩大的；长期的；广大的 v.延长；扩充（extend的过去分词）

115 extreme 1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
116 face 1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117 Falls 1 [fɔ:ls] n.[水文]瀑布；陨石 v.下降（fall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Falls)人名；(英)福尔斯

118 fenced 1 围墙

119 fences 1 [fens] n. 栅栏；围墙；买卖赃物的人 v. 用篱笆围住；束缚；击剑；回避

120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121 first 1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122 food 2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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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125 foreign 1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126 fores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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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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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30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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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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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 generations 1 [dʒenə'reɪʃnz] n. 世代

133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134 goals 1 ['ɡəʊlz] n.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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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governments 3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137 growth 3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138 harvesting 1 ['hɑ:vistiŋ] v.[农学]收割；收获（harvest的ing形式） n.[农学]收割；收获 adj.收获的；收割的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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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hav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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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h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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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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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help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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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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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hole 1 [həul] n.洞，孔；洞穴，穴；突破口 vi.凿洞，穿孔；（高尔夫球等）进洞 vt.凿洞 n.(Hole)人名；(瑞典、挪)霍勒；(英)霍
尔

146 ho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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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honeyguide 1 蜜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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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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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ignored 1 [ɪɡ'nɔː d] adj. 忽视的 动词ign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2 impenetrable 1 [im'penitrəbl] adj.不能通过的；顽固的；费解的；不接纳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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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improved 1 [ɪm'pruːvd] adj. 改良的；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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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6 including 2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57 inclusive 1 [in'klu:siv] adj.包括的，包含的

158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
159 increasingly 1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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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infrastructural 1 [,infrə'strʌktʃərəl] adj.基础结构的；构造基底的

162 infrastructure 4 ['infrə,strʌktʃə] n.基础设施；公共建设；下部构造

163 intensive 1 [in'tensiv] adj.加强的；集中的；透彻的；加强语气的 n.加强器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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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investments 1 [ɪn'vestmənts] 投资

166 investors 1 [ɪn'vestəz] 投资者

167 is 1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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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ken 1 n.视野范围，见地，知识范围

170 Kenya 3 ['kenjə; 'ki:njə] n.肯尼亚（东非国家）

171 kidepo 1 [地名] [苏丹·乌干达] 基代波河

172 Kruger 1 ['stefənusjəu'hænis'pɔ:lu] n.克鲁格（现代寻租理论的创始人）；格尔（南非政治家）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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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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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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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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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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liberty 1 ['libəti] n.自由；许可；冒失 n.(Liberty)人名；(英)利伯蒂

179 lift 1 [lift] vt.举起；提升；鼓舞；空运；抄袭 vi.消散；升起；耸立 n.电梯；举起；起重机；搭车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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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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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2 lions 2 [[ˈlaiənz] n.狮子（lion的复数）；雄狮；腰角 n.(Lions)人名；(法)利翁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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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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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lived 1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
186 liv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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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188 long 1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189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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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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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management 2 ['mænidʒmənt] n.管理；管理人员；管理部门；操纵；经营手段

193 manager 1 ['mænidʒə] n.经理；管理人员

194 managing 1 ['mænidʒiŋ] adj.管理的；节约的；爱管闲事的 v.管理；设法对付（manage的ing形式）

195 manner 1 ['mænə] n.方式；习惯；种类；规矩；风俗 n.(Manner)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曼纳

196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97 mbuti 1 n. 姆布蒂人(居住在赤道非洲及刚果森林中；是俾格米人的一支)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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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99 measuring 1 ['meʒəriŋ] n.测量；衡量 v.测量（measure的ing形式） adj.测量用的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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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method 1 ['meθəd] n.方法；条理；类函数 adj.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

202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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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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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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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207 Mozambique 1 [,məuzəm'bi:k] n.莫桑比克（非洲东南部国家，首都马普托）

208 Murchison 1 n.默奇森河

209 national 3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210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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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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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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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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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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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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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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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9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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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of 2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22 officer 1 ['ɔfisə, 'ɔ:-] n.军官，警官；公务员，政府官员；船长 vt.指挥 n.(Officer)人名；(英)奥菲瑟

223 oil 2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224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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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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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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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operating 1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
228 or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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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ordered 1 ['ɔ:dəd] adj.[数]有序的；整齐的；安排好的 v.命令；点餐（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0 organization 2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231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32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33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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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par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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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Parks 11 n.帕克斯（人名）

236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237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38 peoples 1 ['piː plz] n. 民族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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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period 2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241 permanently 1 ['pə:mənəntli] adv.永久地，长期不变地

242 permission 1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
243 pers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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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Philip 1 ['filip] n.菲利普（男子名）

245 pipe 1 [paip] n.管；烟斗；笛 vi.吹笛；尖叫 vt.用管道输送；尖声唱；用管乐器演奏 n.(Pipe)人名；(匈)皮佩；(英)派普

246 pipeline 1 n.管道；输油管；传递途径

247 pl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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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249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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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1 policies 1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 lː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252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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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poverty 1 ['pɔvəti] n.贫困；困难；缺少；低劣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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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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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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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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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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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program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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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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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project 1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262 projects 2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263 proposed 1 英 [prəʊ'pəʊzd] 美 [prə'poʊzd] adj. 被提议的

264 protect 3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65 protected 2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
266 protecting 1 [prə'tektiŋ] adj.保护的；防护的 v.保护；防护（protect的ing形式）

267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268 public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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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rain 1 [rein] n.雨；下雨；雨天；雨季 vi.下雨；降雨 vt.大量地给；使大量落下 n.(Rain)人名；(法)兰；(英)雷恩；(罗、捷)赖恩

270 rainfall 1 ['reinfɔ:l] n.降雨；降雨量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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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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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74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275 reduces 1 英 [rɪ'djuːs] 美 [rɪ'duːs] v. 减少；缩小；使落魄；简化；还原

276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277 regional 1 ['ri:dʒənəl] adj.地区的；局部的；整个地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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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removing 1 [riː 'muːvɪŋ] n. 消除；排除；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80 replacing 1 [rɪ'pleɪsɪn] adj. 更换的；替代的 动词repla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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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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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resource 2 [ri'sɔ:s, -'zɔ:s, 'ri:s-, 'ri:z-] n.资源，财力；办法；智谋

284 responsibility 1 [ri.spɔnsə'biliti] n.责任，职责；义务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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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rhinos 1 英 ['raɪnəʊ] 美 ['raɪnoʊ] n. (非正式）犀牛 n. <俚> 钱； 现金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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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rule 1 [ru:l] vi.统治；管辖；裁定 n.统治；规则 vt.统治；规定；管理；裁决；支配 n.(Rule)人名；(英)鲁尔；(塞)鲁莱

289 rulers 1 ['ru lːəz] 尺子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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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said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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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Sam 1 n.萨姆（男子名）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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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95 se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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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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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seeking 2 [siː 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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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9 seriously 1 ['siəriəsli, 'si:r-] adv.认真地；严重地，严肃地

300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301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302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303 severe 2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304 Shaba 2 n.(Shaba)人名；(巴基)沙巴

305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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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6 Simon 1 ['saimən] n.西蒙（男子名）

307 sinks 1 [sɪŋk] v. 下沉；沉没；渗透；低落；变低；衰弱；（太阳）落下 n. 水槽；沟渠；散热器；接收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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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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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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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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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south 2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313 species 5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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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standards 1 [s'tændədz] n. 规格 名词standard的复数形式.

316 start 2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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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319 steps 1 n.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（=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）；台阶，步骤（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）

320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321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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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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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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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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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sustainable 3 adj.可以忍受的；足可支撑的；养得起的；可持续的

327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28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329 Tanzania 3 [,tænzə'niə; ,tɑ:nzɑ:'ni:ɑ:] n.坦桑尼亚（东非国家）

330 teaching 1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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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the 4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33 them 4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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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36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37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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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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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341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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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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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threats 1 [θret] n. 威胁；恐吓；凶兆

345 through 2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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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to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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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48 traveling 1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
349 twa 1 [twɑ:] abbr.（美）环球航空公司（TransWorldAirlines） n.（苏格兰）两个（等于two）

350 Uganda 2 [ju:'gændə] n.乌干达（非洲国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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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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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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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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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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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56 valley 1 ['væli] n.山谷；流域；溪谷 n.(Valley)人名；(英)瓦利；(法)瓦莱

357 very 1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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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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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warming 1 ['wɔ:miŋ] n.加温，暖和；气温升高 adj.让人感到暖和的 v.加温；兴奋；同情（warm的ing形式） n.(Warming)人名；
(丹、瑞典)瓦明
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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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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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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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weather 2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365 weaver 2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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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wetter 1 ['wetə] n.[助剂]湿润剂；（印刷前纸张的）湿润工 adj.湿的；多雨的（wet的比较级） n.(Wetter)人名；(德、法、捷、瑞
典)韦特尔
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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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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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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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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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73 wildlife 10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374 with 8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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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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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7 works 2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78 worsening 2 ['wə:səniŋ] n.恶化；变坏 adj.日益恶化的 v.恶化（worsen的ing形式）；使变得更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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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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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82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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