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8-09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Melting Ice Threatens Emperor
Penguin Environmen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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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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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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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dult 1 ['ædʌlt, ə'dʌlt] adj.成年的；成熟的 n.成年人

6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7 afterward 1 ['ɑ:ftəwəd, 'æf-] adv.以后，后来

8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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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1 and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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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3 animals 3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14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 Antarctica 3 [ænt'ɑ:ktikə] n.南极洲

16 arctic 1 ['ɑ:ktik] adj.北极的；极寒的 n.北极圈；御寒防水套鞋 n.(Arctic)人名；(英)阿克蒂克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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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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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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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ssociated 1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2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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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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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
24 ban 1 [bæn] vt.禁止，取缔 n.禁令，禁忌 n.(Ban)人名；(日)蕃(名)；(缅、老、柬)班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万；(法)邦；(中)饼(广东
话·威妥玛)；(德、塞、罗、阿拉伯)巴恩；(英)班恩

25 bay 1 [bei] n.海湾；狗吠声 vt.向…吠叫 vi.吠叫；大声叫嚷 n.(Bay)人名；(越)七；(英、老)贝；(德、意、罗、捷、土、丹)巴伊；
(匈)鲍伊；(瑞典)巴伊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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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ear 1 vt.结果实，开花（正式） vt.忍受；承受；具有；支撑 n.熊 n.(Bear)人名；(英)贝尔

28 bears 1 [beəz] n. 熊；卖空者 名词bear的复数形式. 动词bear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9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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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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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iological 1 [,baiəu'lɔdʒik,-kəl] adj.生物的；生物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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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irds 2 ['bɜːdz] n. 鸟，鸟类；禽（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）

35 broke 1 [brəuk] adj.一文不名的，破产的 v.打破，断掉（break的过去式） n.(Broke)人名；(英)布罗克

36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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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y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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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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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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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）食品罐头

40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41 Celsius 1 ['selsiəs] adj.摄氏的 n.摄氏度

42 center 1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43 change 4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44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45 Christina 1 [kri'sti:nə] n.克里斯蒂娜（女子名）

46 climate 4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47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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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ountry 1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乐
的

50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51 currently 2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52 danger 1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
53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
54 decisions 1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
55 degrees 1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
56 deputy 1 ['depjuti] n.代理人，代表 adj.副的；代理的

57 determine 1 v.（使）下决心，（使）做出决定 vt.决定，确定；判定，判决；限定 vi.确定；决定；判决，终止；[主用于法律]
了结，终止，结束

58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59 developments 1 [dɪ'veləpmənts] n. 建设；发展；开发区 名词development的复数形式.

60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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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director 2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63 diversity 1 [dai'və:səti] n.多样性；差异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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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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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ecologist 1 [i:'kɔlədʒist] n.生态学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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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69 emperor 10 ['empərə] n.皇帝，君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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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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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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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Evans 2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75 extinction 2 n.灭绝；消失；消灭；废止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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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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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failure 1 ['feiljə] n.失败；故障；失败者；破产

79 fate 2 ['feit] n.命运 vt.注定 n.(Fate)人名；(英)费特

80 feathers 2 ['feðəz] n. 羽毛；羽衣；装束 名词feather的复数形式.

81 feed 1 [fi:d] vt.喂养；供给；放牧；抚养（家庭等）；靠…为生 vi.吃东西；流入 n.饲料；饲养；（动物或婴儿的）一餐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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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finally 1 ['fainəli] adv.最后；终于；决定性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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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fish 2 [fiʃ] vi.捕鱼，钓鱼；用钩捞取 n.鱼，鱼类 vt.钓鱼，捕鱼；搜寻 n.(Fish)人名；(英、西)菲什；(俄)菲施

85 fisheries 1 ['fɪʃəri] n. 渔场；渔业

86 for 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7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88 gathering 1 ['gæðəriŋ] n.聚集；集会；收款 v.聚集（gather的ing形式）

89 genus 1 ['dʒi:nəs] n.类，种；[生物]属

90 global 2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91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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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groups 3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94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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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5 Halley 1 ['hæli] n.哈雷（姓氏）

96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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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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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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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hit 1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101 hole 1 [həul] n.洞，孔；洞穴，穴；突破口 vi.凿洞，穿孔；（高尔夫球等）进洞 vt.凿洞 n.(Hole)人名；(瑞典、挪)霍勒；(英)霍
尔

102 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
103 ice 7 [[ais] n.冰；冰淇淋；矜持；（俚）钻石 vt.冰镇；结冰 vi.结冰 adj.冰的 n.(Ice)人名；(英)艾斯；(法)伊斯

104 importing 1 英 ['ɪmpɔː t] 美 ['ɪmpɔː rt] n. 进口；意义；进口商品 v. 进口；输入

105 i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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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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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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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110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1 Jonathan 2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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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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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16 larson 1 n. 拉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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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20 likelihood 1 ['laiklihud] n.可能性，可能

121 list 2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122 listed 1 ['listid] adj.列出的；表列的；已登录的 v.列出；登记（list的过去分词）

123 l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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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25 loss 1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
126 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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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Martha 1 ['mɑ:θə] n.玛莎（女子名）；马大（马利亚和拉撒路之姊）

130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31 melting 1 ['meltiŋ] adj.融化的；溶解的；动人的；感伤的 v.融化（melt的ing形式）

132 minus 1 ['mainəs] prep.减，减去 n.负号，减号；不足；负数 adj.减的；负的 n.(Minus)人名；(英)米纳斯

133 molt 1 [məult] vi.脱毛；换毛 n.换毛；脱皮；换毛期 vt.脱毛；换毛 n.(Molt)人名；(德、捷)莫尔特

134 molting 1 英 ['məʊltɪŋ] 美 ['moʊltɪŋ] n. 蜕皮；脱毛 动词mol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35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136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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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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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nprofit 1 adj.非盈利的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

140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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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2 oceanographic 1 [,əuʃiənəu'græfik] adj.海洋学的；有关海洋学的（等于oceanographical）

143 of 1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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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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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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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operating 1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
149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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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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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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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outside 1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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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overall 1 ['əuvərɔ:l, ,əuvə'rɔ:l] adj.全部的；全体的；一切在内的 adv.全部地；总的说来 n.工装裤；罩衫

154 penguin 5 ['peŋgwin] n.企鹅；空军地勤人员

155 penguins 11 n. 企鹅；空军的行政人员；大海雀（penguin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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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percent 2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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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placing 1 ['pleisiŋ] n.出售；铺设；得名次的人或物；私募资金 v.放置（place的ing形式）

160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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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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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3 polar 2 ['pəulə] adj.极地的；两极的；正好相反的 n.极面；极线 n.(Polar)人名；(德、西)波拉尔

164 policymakers 1 n.政策制定者，决策人( policymaker的名词复数 )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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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pres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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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principal 1 ['prinsəpəl] adj.主要的；资本的 n.首长；校长；资本；当事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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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program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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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protections 1 [prə'tekʃnz] 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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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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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purposes 1 英 ['pɜːpəs] 美 ['pɜ rːpəs] n. 目的；决心；意图；议题 v. 打算；决意

174 pushed 1 [puʃt] adj.处于窘境的；为难的；推挤现象的 v.推；挤；逼迫（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75 reach 2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176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77 recognizing 1 ['rekəgnaɪzɪŋ] v. 承认；认出，识别（动词recogniz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178 recover 1 [ri'kʌvə] vt.恢复；弥补；重新获得 vi.恢复；胜诉；重新得球 n.还原至预备姿势 n.(Recover)人名；(西)雷科韦尔

179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180 replacement 1 [ri'pleismənt] n.更换；复位；代替者；补充兵员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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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reproduce 2 [,ri:prə'dju:s] vt.复制；再生；生殖；使…在脑海中重现 vi.复制；繁殖

183 reproduction 1 [,ri:prə'dʌkʃən] n.繁殖，生殖；复制；复制品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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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85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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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sarah 1 ['sεərə] n.莎拉（女子名）；萨拉（《圣经》中的人物）

188 sea 7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189 seasonal 1 ['si:zənəl] adj.季节的；周期性的；依照季节的

190 secure 1 [si'kjuə] adj.安全的；无虑的；有把握的；稳当的 vt.保护；弄到；招致；缚住 vi.获得安全；船抛锚；停止工作

191 servic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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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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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shand 1 n. 尚德

194 s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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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95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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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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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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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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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speeds 1 [spiː d] n. 速度；迅速 v. 加速；急行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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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States 1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204 stephanie 1 ['stefəni] n.斯蒂芬妮（女子名）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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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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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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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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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survive 2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
211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12 temperatures 1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213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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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t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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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the 3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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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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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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20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21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222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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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thousand 1 ['θauzənd] n.一千；一千个；许许多多 adj.成千的；无数的

225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226 threatened 4 ['θretənd] adj.受到威胁的 v.威胁（threaten的过去分词）

227 threatening 1 ['θretəniŋ] adj.危险的；胁迫的；凶兆的 v.威胁；恐吓；迫近（threaten的ing形式）

228 threatens 1 ['θretn] v. 威胁；恐吓；似将发生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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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to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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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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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233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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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warming 2 ['wɔ:miŋ] n.加温，暖和；气温升高 adj.让人感到暖和的 v.加温；兴奋；同情（warm的ing形式） n.(Warming)人名；
(丹、瑞典)瓦明

236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37 waterproof 1 ['wɔ:təpru:f, 'wɔ-] adj.防水的，不透水的 vt.使防水 n.防水材料

238 weather 1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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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wildlife 2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241 w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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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Williams 1 ['wiljəmz] n.威廉姆斯（男子名）

243 wind 1 [[wɪnd] n.风；呼吸；气味；卷绕 vt.缠绕；上发条；使弯曲；吹号角；绕住或缠住某人 vi.缠绕；上发条；吹响号角 n.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244 winter 1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
温特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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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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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Woods 1 [wudz] n.[林]树林；森林；木头（wood的复数） v.供以木材；用森林覆盖（wood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Woods)人名；
(英、葡)伍兹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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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9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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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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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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