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1-21 [As It Is] Turtles in Demand as Pets, Leading to Increase
in Poaching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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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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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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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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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dds 1 abbr.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(=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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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ults 1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8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9 all 1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
10 alliance 1 [ə'laiəns] n.联盟，联合；联姻

11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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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merican 6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4 Americas 1 [ə'merikəz] n.美洲

15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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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8 and 2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9 animal 2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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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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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ppearance 1 [ə'piərəns] n.外貌，外观；出现，露面

23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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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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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sia 6 ['eiʃə] n.亚洲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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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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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9 Banning 1 ['bæniŋ] n.班宁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）；班宁（男子名）；浪子娇娃（电影名）

30 bans 1 n.禁令（ban的复数）；结婚预告（等于banns） n.（Bans）人名；（西）班斯；（法）邦斯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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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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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eliefs 1 n.信仰；信�（belief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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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iologists 1 n.生物学家( biologist的名词复数 )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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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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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40 box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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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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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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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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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business 2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44 buy 1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45 Buyers 1 n. 买主，买方，买家，采购员（名词buyer的复数形式）；拜尔斯（姓氏）

46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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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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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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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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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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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ases 2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53 casey 1 ['keisi:] n.凯西（男子名）

54 cat 1 n.猫，猫科动物

55 catch 1 [kætʃ] vt.赶上；抓住；感染；了解 vi.赶上；抓住 n.捕捉；捕获物；窗钩

56 Caty 1 卡蒂

57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58 cites 5 [saɪt] vt. 引用；传讯；表扬；举(例)

59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60 collaborative 1 [kə'læbərətiv] adj.合作的，协作的

61 collectors 1 [kə'lektəz] 集合管

62 collins 1 ['kɔlinz] n.柯林斯（姓氏名）；柯林斯酒

63 colorful 1 ['kʌləful] adj.华美的；有趣的；富有色彩的

64 combat 3 ['kɔmbæt, kəm'bæt] vt.反对；与…战斗 vi.战斗；搏斗 n.战斗；争论 adj.战斗的；为…斗争的 n.(Combat)人名；(法)孔巴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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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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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68 confiscate 1 ['kɔnfis,keit] vt.没收；充公；查抄 adj.被没收的

69 confiscated 1 英 ['kɒnfɪskeɪt] 美 ['kɒnfɪsˌkeɪt] v. 没收；充公

70 connect 1 [kə'nekt] vt.连接；联合；关连 vi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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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continuous 1 [kən'tinjuəs] adj.连续的，持续的；继续的；连绵不断的

73 convention 1 [kən'venʃən] n.大会；[法]惯例；[计]约定；[法]协定；习俗

74 countries 3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75 court 1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(法)库尔

76 covers 1 英 ['kʌvə(r)] 美 ['kʌvər] n. 封面；盖子；套子；表面 v. 覆盖；涉及；包含；掩护；给…保险

77 criminal 1 ['kriminəl] n.罪犯 adj.刑事的；犯罪的；罪恶的

78 customs 1 ['kʌstəmz] n.海关；风俗（custom的复数）；习惯；关税

79 data 2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80 dave 1 [deiv] n.戴夫（男子名）

81 decline 1 [di'klain] n.下降；衰退；斜面 vi.下降；衰落；谢绝 vt.谢绝；婉拒

82 decrease 1 [di'kri:s, 'di:-, 'di:kri:s, di'k-] n.减少，减小；减少量 vi.减少，减小 vt.减少，减小

83 demand 2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
84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85 deplete 1 [di'pli:t] vt.耗尽，用尽；使衰竭，使空虚

86 depleted 2 [dɪ'plɪtɪd] adj. 枯竭的；废弃的 动词de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87 destruction 1 [di'strʌkʃən] n.破坏，毁灭；摧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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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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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doctoral 1 ['dɔktərəl] adj.博士的；博士学位的；有博士学位的 n.博士论文

91 documented 1 ['dɒkjʊməntɪd] adj. 备有证明文件的；有执照的 动词docum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92 dog 1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
93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94 drop 1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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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97 Easter 1 ['i:stə] n.复活节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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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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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0 eggs 1 [egz] n. 蛋；鸡蛋 名词egg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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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enforce 1 [in'fɔ:s] vt.实施，执行；强迫，强制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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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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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especially 3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06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07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108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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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exact 1 adj.准确的，精密的；精确的 vt.要求；强求；急需 vi.勒索钱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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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export 1 [ik'spɔ:t, 'eks-, 'ekspɔ:t] n.输出，出口；出口商品 vi.输出物资 vt.输出，出口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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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15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116 fauna 1 ['fɔ:nə] n.动物群；[动]动物区系 n.(Fauna)人名；(瑞典)福纳

117 Federal 2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118 females 2 ['fiː meɪlz] 女性

119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120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121 fined 1 [faɪnd] adj. 罚款的；被罚的 动词f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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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fish 3 [fiʃ] vi.捕鱼，钓鱼；用钩捞取 n.鱼，鱼类 vt.钓鱼，捕鱼；搜寻 n.(Fish)人名；(英、西)菲什；(俄)菲施

124 flora 1 ['flɔrə] n.植物区系；植物群

125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26 for 1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7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28 freshwater 3 ['freʃ'wɔ:tə] adj.淡水的；无经验的 n.淡水；内河；湖水 n.(Freshwater)人名；(英)弗雷什沃特

129 from 1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30 gathered 1 ['gæðəɒ] adj. 聚集的；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31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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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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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govern 1 ['gʌvən] vt.管理；支配；统治；控制 vi.居支配地位；进行统治 n.(Govern)人名；(英)戈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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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137 greatly 2 ['greitli] adv.很，大大地；非常

138 Gregory 2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
139 group 4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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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142 har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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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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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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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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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heading 1 ['hediŋ] n.标题；（足球）头球；信头 v.用头顶（head的ing形式） n.(Heading)人名；(英)黑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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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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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
151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52 Hong 1 [hɔŋ] n.（中国、日本的）行，商行 n.(Hong)人名；(中)洪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鸿；(柬)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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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illegal 5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
155 illegally 3 [i'li:gəli] adv.非法地

156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57 in 3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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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8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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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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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increa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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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increased 3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63 interior 1 [in'tiəriə] n.内部；本质 adj.内部的；国内的；本质的

164 internationa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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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ternationally 1 [,intə'næʃənəli] adv.国际性地；在国际间

166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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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involv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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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9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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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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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judge 1 [dʒʌdʒ] vt.判断；审判 n.法官；裁判员 vi.审判；判决 n.(Judge)人名；(英)贾奇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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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k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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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ki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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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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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6 kinds 2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177 Kong 1 [kɔŋ] n.钢；含锡砾石下的无矿基岩 n.(Kong)人名；(泰)空；(老、柬)贡

178 Lacey 1 ['leisi] adj.花边的 n.(Lacey)人名；(英)莱西；(西、葡)拉塞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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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language 1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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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Latin 1 ['lætin] adj.拉丁语的；拉丁人的 n.拉丁语；拉丁人

183 la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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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laws 2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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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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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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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led 3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89 limiting 1 ['limitiŋ] adj.限制的；限制性的 v.限制；限定（limit的现在分词）

190 listing 2 ['listiŋ] n.列表，清单 v.列表（list的现在分词） n.(Listing)人名；(德)利斯廷

191 listings 1 ['lɪstɪŋz] 表

192 lives 2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193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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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mainly 1 ['meinli] adv.主要地，大体上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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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m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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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98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99 markets 2 英 ['mɑːkɪt] 美 ['mɑ rːkɪt] n. 市场；集市 v. 销售；推销；买卖

200 Matthew 1 ['mæθju:] n.马太福音（新约第一卷）；马太（耶稣12门徒之一）；马修（姓氏，男子名）

201 means 3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202 medicine 1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203 meeting 2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204 Mexico 1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205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206 Michigan 1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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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09 mo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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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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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mostly 2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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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moving 2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214 mud 1 [mʌd] vt.弄脏；用泥涂 vi.钻入泥中 n.泥；诽谤的话；无价值的东西

215 musk 2 [mʌsk] n.麝香；麝香鹿；麝香香味

216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217 nearly 2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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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networks 1 英 ['netwɜːk] 美 ['netwɜ rːk] n. 网点；网络；网状系统；广播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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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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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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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north 5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223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224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225 Numbers 2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226 of 2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27 officially 1 [ə'fiʃəli] adv.正式地；官方地；作为公务员

228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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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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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or 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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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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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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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34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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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panama 2 [,pænə'mɑ:] n.巴拿马（位于拉丁美洲）；巴拿马城

236 part 1 n.部分；角色；零件；一些；片段 vt.分离；分配；分开 vi.断裂；分手 adv.部分地 adj.部分的 n.(Part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帕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237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238 pattern 1 ['pætən] n.模式；图案；样品 vt.模仿；以图案装饰 vi.形成图案

239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40 permits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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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pets 3 abbr.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系统（=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） n. 宠物（pet的复数形式）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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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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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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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poachers 2 n. 偷猎者；侵入者（poacher的复数）

248 poaching 6 ['pəutʃiŋ] n.非法狩猎；物色人才；漂洗；低温煮 v.把…踏成泥浆；非法猎取；漂洗；窃取（poach的ing形式）

249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50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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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prison 1 ['prizən] n.监狱；监禁；拘留所 vt.监禁，关押 n.(Prison)人名；(德)普里松

253 problematic 1 [,prɔblə'mætik] adj.问题的；有疑问的；不确定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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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profitable 1 ['prɔfitəbl] adj.有利可图的；赚钱的；有益的

256 proposal 1 [prəu'pəuzəl] n.提议，建议；求婚

257 proposals 1 [prə'pəʊzlz] 建议

258 propose 1 [prəu'pəuz] vt.建议；打算，计划；求婚 vi.建议；求婚；打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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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protection 3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261 punishment 1 ['pʌniʃmənt] n.惩罚；严厉对待，虐待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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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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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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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5 recover 1 [ri'kʌvə] vt.恢复；弥补；重新获得 vi.恢复；胜诉；重新得球 n.还原至预备姿势 n.(Recover)人名；(西)雷科韦尔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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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relatives 1 [relə'tɪvz] n. 亲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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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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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reptile 1 ['reptail, -til] adj.爬虫类的；卑鄙的 n.爬行动物；卑鄙的人

271 reptiles 1 ['reptaɪlz] n. 爬行动物；爬虫类；卑鄙的人 名词reptile的复数形式.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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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rise 2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274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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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sai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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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sa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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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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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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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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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283 sentence 1 ['sentəns] n.[语][计]句子，命题；宣判，判决 vt.判决，宣判

284 sentenced 1 ['sentəns] n. 句子；判决 vt. 宣判；判决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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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287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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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8 shell 1 [ʃel] n.壳，贝壳；炮弹；外形 vi.剥落；设定命令行解释器的位置 vt.剥皮；炮轰

289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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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smuggling 1 ['smʌgliŋ] n.走私 v.走私 偷运

292 sold 3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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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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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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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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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southeast 1 [,sauθ'i:st] adj.东南的；来自东南的 n.东南；东南地区 adv.来自东南

298 species 3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299 spiral 1 ['spaiərəl] n.螺旋；旋涡；螺旋形之物 adj.螺旋形的；盘旋的 vt.使成螺旋形；使作螺旋形上升 vi.盘旋；成螺旋形；螺旋形
上升（过去式spiraled/spiralled，过去分词spiraled/spiralled，现在分词spiraling/spiralling，第三人称单数spirals，副词spirally）

300 spiraling 1 ['spaɪrəl] n. 螺旋；螺旋形之物；不断恶化、增加或减少 v. 螺旋移动；盘旋上升；不断恶化、增加或减少 adj. 螺旋形
的；盘旋的

301 spotted 1 ['spɔtid] adj.有斑点的；斑纹的；弄污的 v.发现（spot的过去分词）；玷污；弄上污痕 n.(Spotted)人名；(英)斯波蒂德

302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
303 st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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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State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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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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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strickler 2 n. 斯特里克勒

308 student 1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309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310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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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13 tak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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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315 Tara 1 [tə'rɑ:] int.再会！ n.(Tara)人名；(英、西、芬、罗、匈、印、刚(金)、纳米)塔拉

316 target 1 n.目标，指标；（攻击的）对象；靶子 v.把...作为目标；面向，对准（某群体） n.（Target）美国塔吉特公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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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tha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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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t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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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the 4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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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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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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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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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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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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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thousand 1 ['θauzənd] n.一千；一千个；许许多多 adj.成千的；无数的

329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330 threats 1 [θret] n. 威胁；恐吓；凶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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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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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to 3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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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34 tortoise 1 ['tɔ:təs] n.龟，[脊椎]乌龟（等于testudo）；迟缓的人

335 tortoises 1 n. 乌龟（tortoise的复数）

336 trad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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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traders 2 商人

338 traditional 1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339 traffic 1 ['træfik] n.交通；运输；贸易；[通信]通信量 vt.用…作交换；在…通行 vi.交易，买卖

340 trafficke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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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traffickers 1 n.商人，贩子( trafficker的名词复数 ); 做（非法）买卖的人

342 traffick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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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transport 1 [træns'pɔ:t; trænz-træns'pɔ:t, trænz-, trɑ:n-, 'trænspɔ: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机；狂喜；流放犯 vt.运输；流放；使狂喜

344 transported 1 v.[植]运输；搬运（transport的过去式）

345 tribal 1 ['traibəl] adj.部落的；种族的 n.(Tribal)人名；(法)特里巴尔

346 tribe 1 [traib] n.部落；族；宗族；一伙 n.(Tribe)人名；(英)特赖布

347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348 turtle 8 ['tə:tl] n.龟，甲鱼；海龟 n.(Turtle)人名；(英)特特尔

349 turtles 25 英 ['tɜ tːl] 美 ['tɜ rːtl] n. 高翻领；【动】龟，海龟 v. 倾覆，翻身；捕龟

350 uncontrolled 1 英 [ˌʌnkən'trəʊld] 美 [ˌʌnkən'troʊld] adj. 不受抑制的；不受控制的；自由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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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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nited 3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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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355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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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57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358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359 violation 1 [,vaiə'leiʃən] n.违反；妨碍，侵害；违背；强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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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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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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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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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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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367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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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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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371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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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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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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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76 wood 1 [wud] n.木材；木制品；树林 vi.收集木材 vt.植林于；给…添加木柴 n.(Wood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、阿拉伯)伍德

3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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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8 work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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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80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81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382 worse 2 [wə:s, 'wə:s] adj.更坏的；更差的；更恶劣的（bad的比较级）；（病情）更重的（ill的比较级） adv.更糟；更坏；更恶劣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383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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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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