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2-11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Researchers Think They Found
New Kind of Whales 词汇表词汇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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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dv 1 ['ædvɜːb] abbr. 副词（=adverb）

5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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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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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9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0 and 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1 andrew 1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12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3 animals 9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14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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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16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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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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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19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0 barlow 5 ['bɑ:ləu] n.巴洛刀（一种坚实而廉价的单面小折刀）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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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beaked 8 [bi:kt] adj.有喙的；鸟嘴状的

23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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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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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enito 2 n.[航]飞机导航装置

27 bi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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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iologist 1 [bai'ɔlədʒist] n.生物学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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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oat 1 [bəut] n.小船；轮船 vi.划船

31 border 1 ['bɔ:də] n.边境；边界；国界 vt.接近；与…接壤；在…上镶边 vi.接界；近似 n.(Border)人名；(英)博德

32 briefly 1 ['bri:fli] adv.短暂地；简略地；暂时地

33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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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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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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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38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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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assandra 1 [kə'sændrə] n.凶事预言家；不为人所信的预言家；卡珊德拉（希腊神话人物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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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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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斯

42 coast 1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
43 collected 1 [kə'lektid] adj.镇定的；收集成的 v.收集；聚集（collect的过去式）

44 c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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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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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47 confirm 3 [kən'fə:m] vt.确认；确定；证实；批准；使巩固

48 confirming 1 英 [kən'fɜːm] 美 [kən'fɜ rːm] v. 证实；批准；确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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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51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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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deep 1 [di:p] n.深处；深渊 adj.深的；低沉的；深奥的 adv.深入地；深深地；迟 n.(Deep)人名；(英)迪普

54 depths 1 [depθs] n.深处；深渊

55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56 diego 1 n.迭戈（男子名）

57 different 3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58 discovery 2 [dis'kʌvəri] n.发现，发觉；被发现的事物

59 distant 1 adj.遥远的；冷漠的；远隔的；不友好的，冷淡的

60 DNA 2 [,di:,en'ei] abbr.脱氧核糖核酸（deoxyribonucleicacid）；（美国）国防部核子局（DefenseNuclearAgency）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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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63 duke 1 [dju:k, du:k] n.公爵，（公国的）君主；公爵（种）樱桃 n.(Duke)人名；(西、俄、瑞典、英)杜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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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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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enemy 1 ['enimi] n.敌人，仇敌；敌军 adj.敌人的，敌方的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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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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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70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71 examine 1 [ig'zæmin] vt.检查；调查；检测；考试 vi.检查；调查

72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73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74 fin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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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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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77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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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friendly 1 ['frendli] adj.友好的；亲切的；支持的；融洽的，和睦的 adv.友善地；温和地 n.(Friendly)人名；(英)弗兰德利

80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81 garrison 1 ['gærisən] n.要塞；卫戍部队 vt.驻防；守卫 n.(Garrison)人名；(英)加里森

82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83 giant 1 ['dʒaiənt] n.巨人；伟人；[动]巨大的动物 adj.巨大的；巨人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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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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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基)哈伊

86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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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har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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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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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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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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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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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94 help 1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95 hopeful 1 ['həupful] adj.有希望的；有前途的 n.有希望成功的人

96 horse 1 n.马；骑兵；脚架；海洛因 vt.使骑马；系马于；捉弄 vi.骑马；作弄人 n.(Horse)人名；(瑞典)霍尔瑟

97 humans 1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98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99 imagine 1 vt.想象；猜想；臆断 vi.想象；猜想；想象起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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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i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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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2 institution 1 [,insti'tju:ʃən] n.制度；建立；（社会或宗教等）公共机构；习俗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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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5 Islands 2 ['ailənds] n.群岛（island的复数）；岛屿

106 i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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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jay 1 [dʒei] n.鸟；松鸡；喋喋不休的人 n.(Jay)人名；(英)杰伊；(法)热

108 Jill 2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109 joy 1 [dʒɔi] n.欢乐，快乐；乐趣；高兴 vi.欣喜，欢喜 vt.高兴，使快乐

110 just 1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111 killer 1 ['kilə] n.杀手；致死；止痛药；宰杀的器具；断路器 n.(Killer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基勒

112 kin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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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km 1 abbr.[计量]公里（kilometer）；千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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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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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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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19 like 1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120 live 4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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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2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123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124 lo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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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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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mainland 1 ['meinlənd] n.大陆；本土 adj.大陆的；本土的 n.(Mainland)人名；(英)梅因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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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28 marine 2 [mə'ri:n] adj.船舶的；海生的；海产的；航海的，海运的 n.海运业；舰队；水兵；（海军）士兵或军官 n.(Marine)人
名；(西)马里内；(英)马林

129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130 meters 2 英 ['miː tə(r)] 美 ['miː 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
131 Mexico 2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132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133 mouth 1 [mauθ] n.口，嘴；河口 vt.做作地说，装腔作势地说；喃喃地说出 vi.装腔作势说话

134 mysteries 2 ['mɪstərɪz] n. 古代的秘密宗教仪式；奥秘，神秘（名词mystery的复数形式）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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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near 3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137 new 7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38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139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140 noses 1 英 [nəʊzɪz] 美 [noʊzɪz] n. 鼻子 名词no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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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note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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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3 nov 1 abbr. 十一月(=November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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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number 1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
146 oceanography 1 [,əuʃiə'nɔgrəfi] n.海洋学

147 of 2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48 off 2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149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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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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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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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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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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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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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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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photos 1 英 ['fəʊtəʊ] 美 ['foʊtoʊ] n. 照片 v. 拍照

158 pl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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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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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0 pointed 1 ['pɔintid] adj.尖的；突出的；锐利的；率直的 v.指出；瞄准（point的过去式）

161 pointy 1 ['pɔinti] adj.尖的；非常尖的

162 pop 1 [pɔp] n.流行音乐；汽水；砰然声；枪击 vi.突然出现；爆开；射击；瞪大；发出爆裂声 vt.取出；开枪打；抛出；突然伸
出；突然行动 adj.流行的；通俗的；热门的 adv.突然；砰地 abbr.邮局协议（postofficeprotocol） n.(Pop)人名；(罗、捷、塞)波
普

163 popped 1 [pɔpt] adj.被警察局拘押的；被逮捕的 v.突然爆开；突然地出现；取出（pop的过去分词）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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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presen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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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previously 2 ['pri:vju:sli] adv.以前；预先；仓促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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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profit 1 ['prɔfit] n.利润；利益 vi.获利；有益 vt.有益于 n.(Profit)人名；(法)普罗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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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rar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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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rarer 1 ['reərə] adj. 稀罕的；珍贵的 形容词rare的比较级形式.

171 read 3 [ri:d] vt.阅读；读懂，理解 vi.读；读起来 n.阅读；读物 adj.有学问的 n.(Read)人名；(英)里德

172 realize 1 vt.实现；认识到；了解；将某物卖得，把(证券等)变成现钱；变卖

173 recordings 1 n.记录( recording的名词复数 ); 录音; 录像; 唱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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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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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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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researchers 5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178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179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80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181 Robbins 2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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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San 3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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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186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187 scripps 1 [skrips] 斯克利普斯

188 sea 7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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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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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seeing 2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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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shepherd 1 ['ʃepəd] vt.牧羊；带领；指导；看管 n.牧羊人；牧师；指导者 n.(Shepherd)人名；(英)谢泼德

194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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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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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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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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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sout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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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species 5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201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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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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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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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suddenly 1 ['sʌdnli] adv.突然地；忽然

207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08 surface 1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
209 swim 1 [swim] vi.游泳；漂浮；浸；眩晕 vt.游过；使浮起 n.游泳；漂浮；眩晕 adj.游泳时穿戴的

210 team 2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211 teeth 1 [ti:θ] n.牙齿

212 test 1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213 testing 1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
214 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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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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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the 4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16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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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18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19 they 1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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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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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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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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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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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7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28 underwater 1 ['ʌndə'wɔ:tə] adj.在水中的；水面下的 adv.在水下 n.水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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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unknown 1 ['ʌn'nəun] adj.未知的；陌生的，默默无闻的 n.未知数；未知的事物，默默无闻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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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unusual 2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233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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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upon 1 [ə'pɔn] prep.根据；接近；在…之上

235 us 1 pron.我们

236 usually 3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37 ve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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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waiting 1 ['weitiŋ] n.等待；服侍 adj.等待的；服侍的 v.等待；伺候（wait的ing形式）；延缓 n.(Waiting)人名；(英)韦廷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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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41 wat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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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Waters 2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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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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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246 whale 6 [hweil] vt.猛揍；使惨败 vi.捕鲸 n.鲸；巨大的东西 n.(Whale)人名；(英)惠尔

247 whales 16 n.鲸鱼（whale的复数） v.捕鲸（wha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48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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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when 1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250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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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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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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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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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wonderful 1 adj.极好的，精彩的，绝妙的；奇妙的；美妙；胜；神妙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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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7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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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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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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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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