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8-10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Scientists Discover First
Evidence of Deadly Cancer in Dinosaur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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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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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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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6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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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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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dvanced 1 [əd'vɑ:nst, -'vænst] adj.先进的；高级的；晚期的；年老的 v.前进；增加；上涨（adva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10 affected 1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1 affecting 1 [ə'fektiŋ] adj.动人的；感人的 v.影响（affect的ing形式）；感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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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4 aggressive 1 [ə'gresiv] adj.侵略性的；好斗的；有进取心的；有闯劲的

15 ag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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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lberta 1 [æl'bə:tə] n.亚伯达（加拿大西部的一个省）

17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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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9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0 and 1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1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22 animals 5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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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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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rises 1 [ə'raɪzɪz] vi. 发生；出现；站立 动词aris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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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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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 badly 1 ['bædli] adv.非常，很；严重地，厉害地；恶劣地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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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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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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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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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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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37 biology 1 [bai'ɔlədʒi] n.（一个地区全部的）生物；生物学

38 bod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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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one 9 [英[bəʊn] 美[bon]] n.骨；骨骼 vt.剔去...的骨；施骨肥于 vi.苦学；专心致志 n.(Bone)人名；(英)博恩；(法、西、罗、塞)博
内；(老)奔



40 bones 2 英 [bəʊnz] 美 [boʊnz] n. 骨骼 名词bone的复数形式.

41 break 1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晓；
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42 breathing 1 ['bri:ðiŋ] n.呼吸；瞬间；微风 adj.呼吸的；逼真的 v.呼吸（breathe的现在分词）

43 broken 1 ['brəukən] adj.破碎的；坏掉的 v.折断；打碎；损坏（break的过去分词）

44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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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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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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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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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51 Canadian 1 [kə'neidiən] adj.加拿大（人）的 n.加拿大人

52 cancer 14 ['kænsə] n.癌症；恶性肿瘤

53 cancers 1 ['kænsəz] 肿瘤

54 case 3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55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56 cattle 1 ['kætl] n.牛；牲畜（骂人的话）；家畜；无价值的人 n.(Cattle)人名；(意)卡特莱

57 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
58 caused 3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59 cells 1 ['selz] n. 单元；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.

60 centrosaurus 4 n. 尖角龙

61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62 collection 1 [kə'lekʃən] n.采集，聚集；[税收]征收；收藏品；募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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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ompared 2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65 comparisons 1 [kəm'pærɪsnz] 比较

66 complication 2 [,kɔmpli'keiʃən] n.并发症；复杂；复杂化；混乱

67 computed 1 [kəm'pju tː] v. (用计算机或计数器)计算；估计

68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69 confirm 2 [kən'fə:m] vt.确认；确定；证实；批准；使巩固

70 confirmed 1 [kən'fə:md] adj.确认的；保兑的；坚定的；惯常的 v.确证；使坚定（confirm的过去分词）；批准

71 confirms 1 英 [kən'fɜːm] 美 [kən'fɜːrm] v. 证实；批准；确定

72 contained 1 [kən'teind] adj.泰然自若的，从容的；被控制的 v.包含；遏制（contain的过去分词）；容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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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crowther 2 n. 克劳瑟

75 ct 2 abbr.静态试验（CaptiveTest）；中央标准时间（CentralTime）

76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77 deadly 3 ['dedli] adj.致命的；非常的；死一般的 adv.非常；如死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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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describes 1 [dɪ'skraɪb] vt. 描述；说成；形容；画(尤指几何图形)

80 detailed 1 ['di:teild, di'teild] adj.详细的，精细的；复杂的，详尽的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过去分词）

81 developm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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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diagnose 1 ['daiəgnəuz, ,daiəg'nəuz] vt.诊断；断定 vi.诊断；判断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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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dinosaur 7 ['dainəsɔ:] n.恐龙；过时、落伍的人或事物

85 dinosaurs 2 ['daɪnəsɔː z] n. 恐龙 名词dinosaur的复数形式.

86 discover 1 [dis'kʌvə] vt.发现；发觉 vi.发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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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discovery 1 [dis'kʌvəri] n.发现，发觉；被发现的事物

89 diseases 2 [dɪ'ziː zɪz] 病害

90 disorganized 1 [dis'ɔ:gənaizd] adj.紊乱的；无组织的

91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92 dr 1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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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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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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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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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Evans 4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99 evidence 4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100 examinations 2 检查

101 exciting 1 [ik'saitiŋ] adj.令人兴奋的；使人激动的 v.激动；刺激（excite的ing形式）；唤起

102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103 expected 2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104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105 experts 1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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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fibula 3 ['fibjulə] n.[解剖]腓骨；扣针，搭扣

108 Fields 1 n.域，字段；场设置（field复数形式） v.使上场（field的单三形式） n.(Fields)人名；(德、英、葡)菲尔茨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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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finding 2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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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fir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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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flood 1 [flʌd] vt.淹没；充满；溢出 vi.涌出；涌进；为水淹没 n.洪水；泛滥；一大批 n.(Flood)人名；(英)弗勒德；(瑞典、芬)弗洛
德

114 for 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15 form 2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116 fossil 9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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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fossilize 1 ['fɔsilaiz] vt.使成化石；使陈腐 vi.变成化石；变陈腐；使过时或固定不变；搜集（或发掘）化石标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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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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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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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
122 goats 1 n. 山羊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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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growth 4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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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hardened 1 ['hɑ:dənd] adj.变硬的；坚定的 v.坚定，变硬（harden的过去分词）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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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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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30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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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132 healed 1 [hiː l] vt. 治愈；使恢复健康；使和解 vi. 痊愈

133 healing 1 ['hi:liŋ] adj.能治愈的 n.康复 v.治疗（heal的现在分词）

134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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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37 horn 1 [hɔ:n] n.喇叭，号角；角 vt.装角于 n.(Horn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捷、罗、波、芬、希、瑞典)霍恩；(法)奥尔恩；(柬)洪

138 horned 1 [hɔ:nd] adj.有角的；角状的 v.截短…的角（ho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39 horrible 1 ['hɔrəbl] adj.可怕的；极讨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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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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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43 humans 2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144 identity 1 [ai'dentəti] n.身份；同一性，一致；特性；恒等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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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imaginary 1 [i'mædʒinəri] adj.虚构的，假想的；想像的；虚数的

147 in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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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8 incidence 1 ['insidəns] n.发生率；影响；[光]入射；影响范围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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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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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152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53 injuries 1 ['ɪndʒəri] n. 伤害；损害

154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155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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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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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159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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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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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lame 1 adj.跛足的；僵痛的；不完全的；无说服力的；差劲的，蹩脚的 vi.变跛 vt.使跛；使成残废

163 lamed 1 ['lɑ:med] n.希伯莱语中的第十二个字母

164 lancet 1 ['lɑ:nsit, 'lænsit] n.[外科]小刀，柳叶刀；尖顶窗；小枪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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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


167 layer 1 n.层，层次；膜；[植]压条；放置者，计划者 vt.把…分层堆放；借助压条法；生根繁殖；将（头发）剪成不同层次 vi.
形成或分成层次；[植]通过压条法而生根

168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169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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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led 2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72 leg 5 [leg] n.腿；支柱

173 legged 1 ['legid, legd] adj.有腿的 v.奔走；用脚移动或推动（leg的过去分词）

174 likely 3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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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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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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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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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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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0 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181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82 made 2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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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malformation 1 [,mælfɔ:'meiʃən] n.畸形；变形

185 malformed 5 [mæl'fɔ:md] adj.畸形的，难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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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188 mark 1 n.标志；马克；符号；痕迹；分数 vi.作记号 vt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 n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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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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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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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mcmaster 2 n.麦克马斯特；麦克马斯特大学 n.(McMaster)人名；(英)麦克马斯特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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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95 medical 3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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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meters 1 英 ['miː tə(r)] 美 ['miː 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
198 methods 1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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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milli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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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mineralized 1 ['mɪnərə̩ lɑɪzd] v. 矿化 adj. 矿藏丰富的 动词mineral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02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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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museum 2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205 mythical 2 ['miθikəl] adj.神话的；虚构的

206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07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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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norma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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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
211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12 of 2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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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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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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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oncology 1 [ɔŋ'kɔlədʒi] n.[肿瘤]肿瘤学

217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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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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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Ontario 3 n.安大略省（加拿大省份） n.安大略湖（北美五大湖之一） n.安大略市（美国加州南部城市）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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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organs 2 n.[生物]器官；机构；风琴（organ的复数）

222 osteosarcoma 4 [,ɔstiəusɑ:'kəumə] n.[肿瘤]骨肉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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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25 outer 1 ['autə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远离中心的 n.环外命中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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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28 per 2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229 pictures 1 ['pɪktʃəz] n.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.

230 pieces 1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231 pla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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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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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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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235 probably 2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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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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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professionals 1 [prə'feʃənl] adj. 职业的; 专业的 n. 专家; 内行

239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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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publication 2 [,pʌbli'keiʃən] n.出版；出版物；发表

242 rays 1 [reɪz] n. 射线 名词ray的复数形式.

243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244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45 record 1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246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247 remarkable 1 [ri'mɑ:kəbl] adj.卓越的；非凡的；值得注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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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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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representing 1 [ˌreprɪ'zent] vt. 表现；表示；描绘；代表；象征；说明；阐明 vi. 提出异议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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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52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253 researchers 4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254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55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256 royal 2 ['rɔiəl] adj.皇家的；盛大的；女王的；高贵的；第一流的 n.王室；王室成员

257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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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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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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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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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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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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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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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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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267 shape 1 [ʃeip] n.形状；模型；身材；具体化 vt.形成；塑造，使成形；使符合 vi.形成；成形；成长 n.(Shape)人名；(瑞典)沙佩

268 sheep 1 [ʃiː p] n.羊，绵羊；胆小鬼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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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showed 2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271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272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273 signature 2 ['signətʃə] n.署名；签名；信号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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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soft 1 [sɔft, sɔ:ft] adj.软的，柔软的；温柔的，温和的；软弱的；笨的 adv.柔软地；温和地 n.柔性；柔软的东西；柔软部分

276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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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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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speaks 1 [spiː k] v. 讲；说话；演说；发言

279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280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281 stories 1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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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strikes 1 [straɪk] n. 罢工；打击；殴打 v. 打；撞；罢工；划燃

284 strongest 1 英 [strɒŋɡɪst] 美 [strɔːŋɡɪst] adj. 最强壮的 形容词strong的最高级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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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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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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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suffered 1 ['sʌfəd] v. 遭受，允许，宽恕（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89 suffering 1 ['sʌfəriŋ] n.受难；苦楚 adj.受苦的；患病的 v.受苦；蒙受（suffer的ing形式）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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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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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
293 team 3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294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295 that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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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the 5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97 theory 1 ['θiəri, 'θi:ə-] n.理论；原理；学说；推测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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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00 thi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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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02 throug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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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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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tissue 3 n.组织；纸巾；薄纱；一套 vt.饰以薄纱；用化妆纸揩去

305 to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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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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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08 tomography 1 [təu'mɔgrəfi] n.X线断层摄影术（等于laminography）

309 Toronto 1 [tə'rɔntəu] n.多伦多（加拿大城市）

310 tumor 3 ['tju:mə] n.肿瘤；肿块；赘生物

311 tumors 1 肿瘤

312 unable 1 [ʌn'eibl] adj.不会的，不能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；不能胜任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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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unmistakable 1 [,ʌnmi'steikəbl] adj.明显的；不会弄错的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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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us 1 pron.我们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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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319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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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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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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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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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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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was 1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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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weak 1 [wi:k] adj.[经]疲软的；虚弱的；无力的；不牢固的

328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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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31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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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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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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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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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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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youn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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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