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8-20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Cave Lion Cub Found in
Siberia Is 28,000 Years Old 词汇表词汇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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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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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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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ged 1 ['eidʒid] adj.年老的；…岁的；老年人特有的 v.老化（age的过去式）；成熟；变老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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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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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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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nd 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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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11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12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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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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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rea 3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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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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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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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 ate 1 [et,eit] v.吃（eat的过去式）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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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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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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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boris 2 ['bɔris] n.鲍里斯（男子名）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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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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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Caty 1 卡蒂

27 cave 5 [keiv] vt.使凹陷，使塌落；在…挖洞穴 vi.凹陷，塌落；投降 n.洞穴，窑洞 n.(Cave)人名；(西)卡韦；(英)凯夫；(法)卡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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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30 collectors 1 [kə'lektəz] 集合管

31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32 cub 3 [kʌb] n.幼兽；不懂规矩的年轻人 vi.生育幼兽

33 cubs 3 ['kʌbz] n. 幼童军，童子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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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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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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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elephants 1 ['elifənts] n.大象（elephant的复数）

39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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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Evans 2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42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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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excellent 1 ['eksələnt] adj.卓越的；极好的；杰出的

44 faster 1 ['fa:stə] adj.更快的 adv.更快地 n.(Faster)人名；(德、捷)法斯特

45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46 fin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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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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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finds 1 [faɪnd] v. 发现；找到；认为；觉得；感到；裁决；判定 n. 发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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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found 6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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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frozen 2 ['frəuzn] adj.冻结的；冷酷的 v.结冰（freeze的过去分词）；凝固；变得刻板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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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generations 1 [dʒenə'reɪʃnz] n. 世代

55 ground 2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56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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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7 hairy 1 ['hεəri] adj.多毛的；毛状的；长毛的 n.(Hairy)人名；(法)艾里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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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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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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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her 2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62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63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64 in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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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5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66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7 injury 1 ['indʒəri] n.伤害，损害；受伤处

68 inside 2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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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0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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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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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73 Jonathan 2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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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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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78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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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lion 6 ['laiən] n.狮子；名人；勇猛的人；社交场合的名流 n.(Lion)人名；(西、葡)利昂；(德、法、意、捷、瑞典)利翁；(英)莱昂

81 lions 2 [[ˈlaiənz] n.狮子（lion的复数）；雄狮；腰角 n.(Lions)人名；(法)利翁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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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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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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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male 1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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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mammoth 2 ['mæməθ] n.长毛象；猛犸象；庞然大物 adj.巨大的，庞大的；猛犸似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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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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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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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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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milk 2 [milk] n.牛奶；乳状物 vt.榨取；挤…的奶 vi.挤奶 n.(Milk)人名；(英)米尔克

92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93 mother 2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
94 named 2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
95 nearby 1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
96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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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of 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99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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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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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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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104 organs 1 n.[生物]器官；机构；风琴（organ的复数）

105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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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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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permanently 2 ['pə:mənəntli] adv.永久地，长期不变地

109 plotnikov 2 普洛特尼科夫

110 prehistoric 1 [,pri:hi'stɔrik] adj.史前的；陈旧的

111 preserved 2 [pri'zə:vd] adj.保藏的；腌制的；喝醉的 n.(Preserved)人名；(英)普里泽夫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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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quaternary 1 [kwə'tə:nəri] adj.[数]四进制的；四个一组的 n.四；四个一组

114 recent 2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115 remains 3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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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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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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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rest 1 [rest] vt.使休息，使轻松；把…寄托于 n.休息，静止；休息时间；剩余部分；支架 vi.休息；静止；依赖；安置 n.(Rest)人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
120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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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ruin 1 ['ruin, 'ru:-] n.废墟；毁坏；灭亡 vt.毁灭；使破产 vi.破产；堕落；被毁灭 n.(Ruin)人名；(德、意、芬)鲁因；(法)吕安

123 Russia 3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124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125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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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s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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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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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separated 1 ['sepəreitid] adj.分开的；分居；不在一起生活的 v.分开；隔开（sepa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29 servic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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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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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131 Siberia 1 [sai'biəriə] n.西伯利亚

132 Siberian 1 [sai'biəriən] adj.西伯利亚（人）的；来自西伯利亚的

133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134 skelet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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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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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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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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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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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Sparta 3 ['spa:tə] n.斯巴达（希腊南部的古代城邦）

140 still 2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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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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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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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teeth 1 [ti:θ] n.牙齿

145 temperature 1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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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t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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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the 2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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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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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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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154 to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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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5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156 tusk 1 [tʌsk] n.长牙；尖头，尖形物 vt.以牙刺戳；以长牙掘 n.(Tusk)人名；(波)图斯克

157 tusks 1 [tʌsks] n. 长牙；獠牙 名词tusk的复数形式.

158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59 unique 2 [ju:'ni:k] adj.独特的，稀罕的；[数]唯一的，独一无二的 n.独一无二的人或物 n.(Unique)人名；(英)尤妮克

160 unlike 1 [,ʌn'laik] adj.不同的，不相似的 prep.和…不同，不像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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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Valery 1 瓦莱丽（人名）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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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warm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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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66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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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were 6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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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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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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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2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73 writers 1 ['raɪtəz] 作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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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Yakutia 3 Yakut Autonomous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(Soviet-era name for eastern Siberia, in Russia) (前)苏联雅库特社会主义自治共
和国

175 years 6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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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