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9-07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Scientists Study Complete
Dinosaur Skeleton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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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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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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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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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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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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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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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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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1 and 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2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3 ankylosaur 2 ['æŋkiləusɔ:] n.甲龙类

14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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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rmored 1 ['ɑ:məd] adj.装甲的

17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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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 ate 1 [et,eit] v.吃（eat的过去式）

19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20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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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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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bodies 1 英 ['bɒdi] 美 ['bɑːdi] n. 身体；主体；正文；主要部分；尸体；躯体；团体 v. 赋…以形体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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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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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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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ony 1 ['bəuni] adj.骨的；多骨的；瘦骨嶙峋的；似骨的 n.(Bony)人名；(法)博尼

29 British 1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30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31 buried 1 ['berid] adj.埋葬的；埋藏的 v.埋葬（bu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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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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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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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Cambridge 1 ['keimbridʒ] n.剑桥（英国城市）；坎布里奇（美国马萨诸塞州城市）

36 careful 1 ['kεəful] adj.仔细的，小心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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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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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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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40 complete 2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
41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42 creature 2 ['kri:tʃə] n.动物，生物；人；创造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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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rucial 2 ['kru:ʃəl] adj.重要的；决定性的；定局的；决断的

45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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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48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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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dinosaur 6 ['dainəsɔ:] n.恐龙；过时、落伍的人或事物

51 dinosaurs 3 ['daɪnəsɔː z] n. 恐龙 名词dinosaur的复数形式.

52 dirt 1 [də:t] n.污垢，泥土；灰尘，尘土；下流话

53 discovered 1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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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Dorset 1 ['dɔ:sit] n.多塞特（人名）；多尔塞特棉粗平布

56 drowned 1 ['draund] v.淹死（drown的过去分词）；淹没 adj.淹死的；水淹的 n.血本无归者；被套牢者

57 dunham 1 n.(Dunham)人名；(英)邓纳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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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early 2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60 eart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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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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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England 2 n.英格兰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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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evolutionary 2 [,i:və'lu:ʃənəri] adj.进化的；发展的；渐进的

65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66 famil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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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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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finished 1 ['finiʃt] adj.完结的，完成的；精巧的 v.完成；结束；毁掉（finish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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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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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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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forms 1 ['fɔː 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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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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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fourth 1 [fɔ:θ] adj.第四的，第四个的；四分之一的 n.第四，月的第四日；四分之一 num.第四

76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77 George 1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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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80 had 3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
81 har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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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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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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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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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87 history 2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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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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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0 incompletely 1 [,inkəm'pli:tli] adv.不完全地

91 is 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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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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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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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knew 1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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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lain 1 [lein] v.躺，位于（lie的过去分词） n.(Lain)人名；(英、法、捷)莱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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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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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2 legs 1 ['leɡz] n.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.

103 Linnean 1 ['lɪniː n] adj. 人名 该氏分类法的.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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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London 2 ['lʌndən] n.伦敦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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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7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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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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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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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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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much 1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114 museum 1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115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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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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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19 Norman 3 ['nɔ:mən] adj.诺曼第语的；诺曼第人的 n.法国诺曼第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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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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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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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24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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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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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organisms 1 有机体

127 Owen 1 ['əuin] n.欧文（男子名）

128 paleontologist 2 [,peiliɔn'tɔlədʒist] n.古生物学者

129 papers 1 ['peɪpəz] n. 文件；资料；证书 名词paper的复数形式.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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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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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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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4 plates 1 [pleɪts] n. 盘子；板材 名词plate的复数形式.

135 pointy 1 ['pɔinti] adj.尖的；非常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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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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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published 2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139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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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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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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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44 researchers 1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145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46 Richard 1 ['ritʃəd] n.理查德（男子名）

147 Russell 2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148 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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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sand 1 [sænd] n.沙；沙地；沙洲；沙滩；沙子 vt.撒沙于；以沙掩盖；用砂纸等擦平或磨光某物；使撒沙似地布满；给…掺沙子
vi.被沙堵塞 n.(S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芬、罗、捷、挪)桑德；(瑞典)桑德；(法)桑

150 scelidosaurus 5 n. 肢龙

151 scientists 3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152 scrap 1 [skræp] n.碎片；残余物；打架；少量 vt.废弃；使解体；拆毁 adj.废弃的；零碎的 vi.吵架

153 scraps 1 [skræps] n.残羹剩饭；刮屑（scrap的复数）

154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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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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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skeleton 2 ['skelitən] n.骨架，骨骼；纲要；骨瘦如柴的人 adj.骨骼的；骨瘦如柴的；概略的

158 sm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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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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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society 1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161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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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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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164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

165 spikes 1 ['spaɪks] pl. 钉鞋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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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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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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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stud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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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suggest 1 vt.提议，建议；启发；使人想起；显示；暗示

171 tank 1 [tæŋk] n.坦克；水槽；池塘 vt.把…贮放在柜内；打败 vi.乘坦克行进 n.(Tank)人名；(德、土、阿塞、土库、挪)汤克

172 teeth 1 [ti:θ] n.牙齿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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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the 2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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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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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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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to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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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80 understood 1 [,ʌndə'stud] adj.被充分理解的；心照不宣的 v.明白；懂得（understand的过去分词）；熟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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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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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us 1 pron.我们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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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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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victim 1 ['viktim] n.受害人；牺牲品；牺牲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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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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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91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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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193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194 west 1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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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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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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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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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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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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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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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04 zoological 1 [,zəuə'lɔdʒik, ,zu:ə-, ,zəuə'lɔdʒikəl] adj.动物学的；关于动物的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