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2-10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Study_ 'Firewalker' Dinosaurs
Survived South Africa's Land of Lava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1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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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i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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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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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to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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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were 9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8 animals 8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9 footprints 7 [fu tː'prɪnts] n. 脚印 名词footprint的复数形式.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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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dinosaurs 6 ['daɪnəsɔː z] n. 恐龙 名词dinosaur的复数形式.

12 Bordy 5 博尔迪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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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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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volcanic 5 [vɔl'kænik] adj.火山的；猛烈的；易突然发作的 n.火山岩

16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7 activity 4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18 Africa 4 ['æfrikə] n.非洲

19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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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lava 4 ['lɑ:və, 'lævə] n.火山岩浆；火山所喷出的熔岩 n.(Lava)人名；(西、意)拉瓦

21 plant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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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 sout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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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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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5 animal 3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26 early 3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27 for 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8 fossil 3 ['fɔsəl] n.化石；僵化的事物；顽固不化的人 adj.化石的；陈腐的，守旧的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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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hot 3 [hɔt] adj.热的；辣的；热情的；激动的；紧迫的 adv.热；紧迫地 vi.变热 vt.增加；给…加温 n.(Hot)人名；(塞)霍特；(法)奥
特

31 is 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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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period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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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periods 3 ['pɪrɪədz] n.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.

35 pla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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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rock 3 [rɔk] n.岩石；摇滚乐；暗礁 vt.摇动；使摇晃 vi.摇动；摇晃 n.(Ro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意、瑞典)罗克

37 small 3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人



名；(英)斯莫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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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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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stud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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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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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43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44 ba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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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46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47 bo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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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49 caused 2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50 dinosaur 2 ['dainəsɔ:] n.恐龙；过时、落伍的人或事物

51 discovered 2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
52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53 earth 2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
54 eat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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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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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evidence 2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57 extinction 2 n.灭绝；消失；消灭；废止

58 firewalker 2 ['faɪəwɔː kər] n. 火灾警戒员

59 fossils 2 ['fɒslz] 化石

60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61 geologic 2 [,dʒiəu'lɔdʒik] adj.地质的；地质学上的

62 growing 2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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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hostile 2 ['hɔstail, -təl] adj.敌对的，敌方的；怀敌意的 n.敌对

65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66 Jurassic 2 [dʒu'ræsik] adj.侏罗纪的；侏罗系的 n.[地质]侏罗纪

67 karoo 2 [kə'ru:] n.南非干旱台地高原 adj.[地理]南非干旱台地的

68 la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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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legged 2 ['legid, legd] adj.有腿的 v.奔走；用脚移动或推动（leg的过去分词）

70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71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72 mammal 2 ['mæməl] n.[脊椎]哺乳动物

73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74 meat 2 [mi:t] n.肉，肉类（食用）

75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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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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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78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79 plos 2 普洛斯

80 present 2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


81 researchers 2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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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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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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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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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stream 2 [stri:m] n.溪流；流动；潮流；光线 vi.流；涌进；飘扬 vt.流出；涌出；使飘动

87 stressful 2 ['stresful] adj.紧张的；有压力的

88 survived 2 英 [sə'vaɪv] 美 [sər'vaɪv] vt. 幸免于难；存活；艰难度过；比 ... 活得长 vi. 活着；继续存在

89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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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us 2 pron.我们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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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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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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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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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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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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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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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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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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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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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4 ate 1 [et,eit] v.吃（eat的过去式）

105 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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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basin 1 ['beisən] n.水池；流域；盆地；盆 n.(Basin)人名；(俄)巴辛；(法)巴赞

10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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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belonged 1 [bɪ'lɒŋd] v. 应归入；属于（动词belon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11 bones 1 英 [bəʊnz] 美 [boʊnz] n. 骨骼 名词bone的复数形式.

112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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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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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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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cape 1 [keip] n.[地理]海角，岬；披肩 n.(Cape)人名；(塞)察佩；(英)凯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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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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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chemistry 1 ['kemistri] n.化学；化学过程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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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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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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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
123 dating 1 ['deitiŋ] n.约会；记日期的；注明日期 v.约会；定日期（date的ing形式）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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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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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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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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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edge 1 [edʒ] n.边缘；优势；刀刃；锋利 vt.使锐利；将…开刃；给…加上边 vi.缓缓移动；侧着移动 n.(Edge)人名；(英)埃奇

130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131 emese 1 埃迈谢

132 English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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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environments 1 [en'vaɪərənmənts] 环境

134 examined 1 [ɪg'zæmɪnd] adj. 检查过的；诊察过的；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35 exists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
136 experienced 1 [ik'spiəriənst] adj.老练的，熟练的；富有经验的

137 explosions 1 [ɪksp'ləʊʒnz] 爆炸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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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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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farm 1 [fɑ:m] vi.种田，务农；经营农场 n.农场；农家；畜牧场 vt.养殖；耕种；佃出（土地）

141 feeds 1 [fiː d] vt. 喂养；饲养；靠 ... 为生；向 ... 提供 vi. 吃饲料；进餐 n. 一餐；饲料；饲养

142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143 flowing 1 ['fləuiŋ] adj.流动的；平滑的；上涨的 v.流动；起源；上涨（flow的ing形式）

144 flows 1 [f'ləʊz] n. 流量 名词flow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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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fur 1 [fə] n.皮，皮子；毛皮；软毛 n.水垢 vt.用毛皮覆盖；使穿毛皮服装 n.(Fur)人名；(法)菲尔；(瑞典)富尔

147 geologist 1 [dʒi'ɔlədʒist] n.地质学家，地质学者

148 graze 1 [greiz] vt.放牧；擦伤 vi.吃草；擦伤 n.放牧；轻擦

149 grazing 1 ['greiziŋ] n.放牧；牧草 v.擦过；抓伤（graze的现在分词）

150 gre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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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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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hair 1 [hεə] n.头发；毛发；些微 vt.除去…的毛发 vi.生长毛发；形成毛状纤维 adj.毛发的；护理毛发的；用毛发制成的

153 harm 1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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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56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57 hunting 1 ['hʌntiŋ] n.打猎；追逐；搜索 adj.打猎的；振荡的 v.狩猎；寻找（hunt的ing形式）；追捕 n.(Hunting)人名；(英)亨廷

158 improves 1 [ɪm'pruːv] vt. 改善；改进；提高 vi. 变得更好；改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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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intense 1 [in'tens] adj.强烈的；紧张的；非常的；热情的

161 journal 1 ['dʒə:nəl] n.日报，杂志；日记；分类账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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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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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克；(匈)洛克



165 Lakes 1 [leiks] n.[地理]湖泊，湖畔；[涂料]色淀 n.(Lakes)人名；(德)拉克斯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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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layers 1 ['leɪəs] n. 层 名词layer的复数形式.

168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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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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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liv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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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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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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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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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mass 1 n.块，团；群众，民众；大量，众多；质量 adj.群众的，民众的；大规模的，集中的 vi.聚集起来，聚集 vt.使集合

178 massive 1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
179 melted 1 [meltid] adj.融化的；溶解的 v.融化；溶解（melt的过去式）

180 milk 1 [milk] n.牛奶；乳状物 vt.榨取；挤…的奶 vi.挤奶 n.(Milk)人名；(英)米尔克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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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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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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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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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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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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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oceans 1 ['əʊʃnz] n. 大洋

188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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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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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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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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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physical 1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196 preserved 1 [pri'zə:vd] adj.保藏的；腌制的；喝醉的 n.(Preserved)人名；(英)普里泽夫德

197 prints 1 [p'rɪnts] n. 印记；印刷品；印花 名词print的复数形式.

198 processes 1 n.过程；[计]进程（process的复数） v.处理（proces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加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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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proof 1 [pru:f] n.证明；证据；校样；考验；验证；试验 adj.防…的；不能透入的；证明用的；耐…的 vt.试验；校对；使不被穿
透

201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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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quieter 1 ['kwaɪətə] n. 内燃机的消音装置

204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05 relatively 1 ['relətivli] adv.相当地；相对地，比较地



206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207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t] 美 [rɪ'pɔːrt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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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09 river 1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210 Rivers 1 ['rivə:s] n.里弗斯（人名）；河流州（尼日利亚州名）；河水钻

211 rocks 1 n.[岩]岩石，岩礁；岩石礁石（rock复数形式） v.轻轻摇摆；发抖；演唱摇滚乐（rock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Rocks)
人名；(英、德)罗克斯

212 samples 1 ['sɑːmplz] n. 采样；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.

213 sandstone 1 ['sændstəun] n.[岩]砂岩；沙岩

214 sandy 1 ['sændi] adj.沙地的；多沙的；含沙的 n.(Sandy)人名；(法、喀、罗、西、英)桑迪(教名Alasdair、Alastair、Alexander、
Alister、Elshender的昵称)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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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217 sediment 1 ['sedimənt] n.沉积；沉淀物

218 se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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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shining 1 ['ʃainiŋ] adj.光亮的；华丽的 v.闪烁（shine的ing形式）；发亮

220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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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23 similarly 1 ['similəli] adv.同样地；类似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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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skeletal 1 ['skelitəl] adj.骨骼的，像骨骼的；骸骨的；骨瘦如柴的

226 skin 1 [skin] n.皮肤；外皮 vt.剥皮 vi.愈合；长皮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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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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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30 streams 1 [st'riː mz] n. 流；溪流 名词stream的复数形式.

231 stressed 1 [strest] adj.紧张的；感到有压力的 v.强调（stress的过去分词）；给…加压力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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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34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235 suitable 1 ['sju:təbl] adj.适当的；相配的

236 sun 1 [sʌn] n.太阳 vt.使晒 vi.晒太阳 n.(Sun)人名；(中)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孙；(缅)素；(土)松

237 survive 1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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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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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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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42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243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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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throu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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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thus 1 adv.因此；从而；这样；如此 conj.因此

247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

248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249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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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understanding 1 [,ʌndə'stændiŋ] n.谅解，理解；理解力；协议 adj.了解的；聪明的；有理解力的 v.理解；明白（understand的ing
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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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unpleasant 1 [,ʌn'plezənt] adj.讨厌的；使人不愉快的

254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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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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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volcano 1 [vɔl'keinəu] n.火山

258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
259 walked 1 [wɔː k] v. 步行；陪...走；散步；偷走；走过 n. 步行；散步；人行道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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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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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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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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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265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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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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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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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