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1-24 [As It Is] Panda in Mexico Is Last Survivor in Latin
America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3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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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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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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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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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is 1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 panda 13 ['pændə] n.熊猫；猫熊 n.(Panda)人名；(印、塞)潘达

8 zoo 12 [zu:] n.动物园 n.(Zoo)人名；(朝)朱；(阿拉伯)祖

9 at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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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 china 10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11 Mexico 10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12 xin 10 锡尼,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

13 i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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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pandas 8 ['pændəz] 熊猫（panda的复数形式）

15 born 6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16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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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on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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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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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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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t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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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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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wi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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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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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nothe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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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chapultepec 4 查普特佩克

27 conservation 4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
28 Mexican 4 ['meksikən] adj.墨西哥的；墨西哥人的 n.墨西哥人；墨西哥语

29 onl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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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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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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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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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ying 4 n. 应(中国姓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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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America 3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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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egan 3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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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captivity 3 [kæp'tivəti] n.囚禁；被关

40 Chinese 3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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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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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efforts 3 ['efəts] 努力

44 her 3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45 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46 Latin 3 ['lætin] adj.拉丁语的；拉丁人的 n.拉丁语；拉丁人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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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retur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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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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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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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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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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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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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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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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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wil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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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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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zoos 3 [zu ]ː n. 动物园；拥挤杂乱的地方

60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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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age 2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62 agreement 2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63 agreements 2 [əɡ'riː mənts] n. 协定

64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65 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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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araya 2 阿拉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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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arrangement 2 [ə'reindʒmənt] n.布置；整理；准备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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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0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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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73 costa 2 ['kɔstə] n.[解剖]肋骨；叶脉；[昆]前缘脉 n.(Costa)人名；(希、印尼、西、芬、罗、葡、加纳、德、意、英、法)科斯塔

74 cubs 2 ['kʌbz] n. 幼童军，童子军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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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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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exchange 2 [iks'tʃeindʒ] n.交换；交流；交易所；兑换 vt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 vi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

78 excited 2 [ik'saitid] adj.兴奋的；激动的；活跃的 v.激动；唤起（excite的过去分词）

79 family 2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80 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81 giant 2 ['dʒaiənt] n.巨人；伟人；[动]巨大的动物 adj.巨大的；巨人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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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83 gual 2 瓜尔

84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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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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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88 lived 2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
89 loan 2 [ləun] n.贷款；借款 vi.借出 vt.借；借给

90 lo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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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92 named 2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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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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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96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97 outside 2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98 pe 2 [pei] abbr.体育课，体能训练（physicaleducation） n.(Pe)人名；(缅)佩

99 policy 2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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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reported 2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102 rica 2 ['riː kə] (=reverse immune cytoadhesion) 反向免疫细胞粘着,(=right internal carotid artery) 右颈内动脉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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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second 2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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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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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109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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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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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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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114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115 adulthood 1 ['ædʌlthud, ə'dʌlt-] n.成年；成人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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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agree 1 [ə̍ ɡriː ] vt.同意，赞成；承认；约定，商定 vi.vi.同意，意见一致；约定，商定

118 aims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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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ambassador 1 [æm'bæsədə] n.大使；代表；使节

121 andr 1 n.(Andr)人名；(捷)安德尔

122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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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arrived 1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24 attachment 1 [ə'tætʃmənt] n.附件；依恋；连接物；扣押财产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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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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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
126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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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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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130 birth 1 [bɑ:θ] n.出生；血统，出身；起源

131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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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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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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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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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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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congressional 1 [kən'greʃənəl] adj.国会的；会议的；议会的

138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139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140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特

141 daughter 1 ['dɔ:tə] n.女儿；[遗][农学]子代 adj.女儿的；子代的

142 day 1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143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144 deer 1 [diə] n.鹿 n.(Deer)人名；(英)迪尔

145 definitely 1 ['definitli] adv.清楚地，当然；明确地，肯定地

146 depend 1 [di'pend] vi.依赖，依靠；取决于；相信，信赖

147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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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diplomacy 1 [di'pləuməsi] n.外交；外交手腕；交际手段

150 direct 1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关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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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disappearing 1 英 [ˌdɪsə'pɪə(r)] 美 [ˌdɪsə'pɪr] vi. 消失；不见；失踪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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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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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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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earned 1 ['ɜːnd] adj. 挣得的；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7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58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159 end 1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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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162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163 expectancy 1 [ik'spektənsi,-təns] n.期望，期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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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extinct 1 [ik'stiŋkt] adj.灭绝的，绝种的；熄灭的 vt.使熄灭

166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167 Fernando 1 n.费尔南多（男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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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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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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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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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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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175 generation 1 [,dʒenə'reiʃən] n.一代；产生；一代人；生殖

176 gifted 1 ['giftid] adj.有天赋的；有才华的 v.给予（gift的过去分词）

177 gifting 1 [ɡɪft] n. 礼物；赠品 n. 天赋；才能 vt. 赋予；赠送

178 gifts 1 [ɡɪft] n. 礼物；赠品 n. 天赋；才能 vt. 赋予；赠送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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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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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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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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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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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housed 1 [haʊst] adj. 封装的 动词hou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86 houses 1 ['hauziz] n.住宅；家园；洋房（house的复数）；房子的总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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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impossible 1 [im'pɔsəbl] adj.不可能的；不可能存在的；难以忍受的；不真实的 n.不可能；不可能的事

189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0 informal 1 adj.非正式的；不拘礼节的；随便的；通俗的；日常使用的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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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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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Juan 1 [hwɑ:n] n.胡安（男子名）

194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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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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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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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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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lineage 1 ['liniidʒ] n.血统；家系，[遗]世系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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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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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loans 1 ['ləʊnz] 贷款

205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206 Manuel 1 ['mænjuəl] n.曼纽尔（男子名）；曼努埃尔二世（拜占庭皇帝约翰五世的次子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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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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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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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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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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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)莫雷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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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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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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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nearing 1 英 [nɪə(r)] 美 [nɪr] adj. 近的；近似的；亲近的；吝啬的 adv. 在附近；不久以后；几乎；[罕]吝啬地 prep. 附近；接近；临
近；大约；(质量、大小等)相仿；濒临 v. 接近；靠近

218 necessities 1 [nɪ'sesɪtɪz] n. 必需品 名词necessity的复数形式.

219 obrador 1 奥夫拉多尔

220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221 operators 1 ['ɒpəreɪtəz] n. 操作员；管理者；运算符 名称operator的复数形式.

222 opportunities 1 [ˌɒpə'tjuːnɪtɪs] npl. opportunity的复数形式，机会，时机

223 opportunity 1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
224 o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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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organized 1 ['ɔ:gənaizd] adj.有组织的；安排有秩序的；做事有条理的 v.组织（organiz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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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28 pair 1 [pεə] n.一对，一双，一副 vt.把…组成一对 n.(Pair)人名；(英、法)佩尔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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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231 payment 1 ['peimənt] n.付款，支付；报酬，报答；偿还；惩罚，报应

232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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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pez 1 [pez] n.沥青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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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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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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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39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40 rate 1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
241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42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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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4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45 remaining 1 [rɪ'meɪnɪŋ] adj. 剩余的

246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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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report 1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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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251 requirement 1 [ri'kwaiəmənt] n.要求；必要条件；必需品

252 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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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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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ved 1 ['seɪvd] adj. 保存了的；获救的 v. 救；节省；保存（动词s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256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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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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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signing 1 ['sainiŋ] n.签署；签字 v.签字；写下；示意（sign的ing形式）

259 sika 1 ['si,kə, 'si:kə] n.（中国，日本等地产的）梅花鹿；（孟加拉语）用以悬吊篮子等的挂绳 n.(Sika)人名；(塞、捷、瑞典)西卡

260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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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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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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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star 1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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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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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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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supervision 1 [,sju:pə'viʒən] n.监督，管理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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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supposed 1 [sə'pəuzd] adj.假定的；被信以为真的；想象上的 v.假定（suppose的过去分词）

272 surviving 1 [sə'vaiviŋ] adj.继续存在的；未死的；依然健在的 v.生存（survive的ing形式）

273 survivor 1 [sə'vaivə] n.幸存者；生还者；残存物

274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75 Taiwan 1 ['tai'wɑ:n] n.台湾

276 talks 1 ['tɔː ks] 会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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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79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80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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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283 truth 1 [tru:θ] n.真理；事实；诚实；实质

284 unlikely 1 [,ʌn'laikli] adj.不太可能的；没希望的 adv.未必

285 us 1 pron.我们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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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88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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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Vicente 1 n.韦森特（男子名）

291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292 visited 1 v.拜访，访问（visit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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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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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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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297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98 wildlife 1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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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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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1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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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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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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rly 1 ['jə:li, 'jiə-] adj.每年的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 n.年刊；年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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