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9-02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Egypt Discovery Shows How
Ancient Whales Moved from Land to Sea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dullah 1 [,æb'dʌlə] n.阿布杜拉（人名）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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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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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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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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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ffairs 1 英 [ə'feə(r)] 美 [ə'fer] n. 私通；事件；事务；事情

7 Africa 2 ['æfrikə] n.非洲

8 African 1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9 afterlife 1 ['ɑ:ftəlaif, 'æf-] n.来世；死后的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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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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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mphibious 2 [æm'fibiəs] adj.[生物]两栖的，水陆两用的；具有双重性的

13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4 ancestor 2 ['ænsestə] n.始祖，祖先；被继承人

15 ancestors 2 ['ænsestəz] n. 祖先；前辈 名词ancestor的复数形式.

16 ancient 5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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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nimals 4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19 Anubis 3 [ə'nju:bis] n.（埃及）导引亡灵之神；豺头人身神

20 aquatic 3 [ə'kwætik] adj.水生的；水栖的；在水中或水面进行的 n.水上运动；水生植物或动物 n.(Aquatic)人名；(法)阿卡蒂克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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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3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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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belongs 1 英 [bɪ'lɒŋ] 美 [bɪ'lɔː ŋ] vi. 应归入；属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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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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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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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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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centre 1 ['sentə] vi.以…为中心 vt.集中；将…放在中央 n.中心 adj.中央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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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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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35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36 cover 1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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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 critical 2 ['kritikəl] adj.鉴定的；[核]临界的；批评的，爱挑剔的；危险的；决定性的；评论的

39 crocodile 1 ['krɔkə,dail] n.鳄鱼

40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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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depression 3 n.沮丧；忧愁；抑郁症；洼地；不景气；低气压区

42 desert 1 ['dezət] vt.遗弃；放弃；逃跑 vi.遗弃；开小差；逃掉 n.沙漠；荒原；应得的赏罚 adj.沙漠的；荒凉的；不毛的

43 differences 1 ['dɪfərəns] n.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.

44 discoveries 1 [dɪ'skʌvəri] n. 发现；发现物

45 discovery 3 [dis'kʌvəri] n.发现，发觉；被发现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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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Egypt 3 ['i:dʒipt] n.埃及（非洲国家）

48 Egyptian 4 [i'dʒipʃən] adj.埃及的；埃及人的 n.埃及人；古代埃及语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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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environmental 1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51 environments 1 [en'vaɪərənmənts] 环境

52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53 evolution 3 [,i:və'lu:ʃən, ,ev-] n.演变；进化论；进展

54 evolutionary 1 [,i:və'lu:ʃənəri] adj.进化的；发展的；渐进的

55 explanation 1 [,eksplə'neiʃən] n.说明，解释；辩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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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fayum 3 ['faijum] n.法雍（埃及一地区）

58 fed 1 v.喂养（feed过去式） abbr.联邦储备局（theFederalReserveSystem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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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fossil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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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found 5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62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63 fully 2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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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god 1 [gɔd] n.神；（大写首字母时）上帝 vt.膜拜，崇拜 n.(God)人名；(索、阿拉伯)古德

66 gohar 1 乔哈尔

67 group 3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68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9 hav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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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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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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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honors 1 ['ɒnəz] n. 礼遇；优异成绩 名词honor的复数形式.

73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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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i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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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6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77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8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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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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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key 2 [ki:] n.（打字机等的）键；关键；钥匙 vt.键入；锁上；调节…的音调；提供线索 vi.使用钥匙 adj.关键的 n.(Key)人名；(英)
基；(德、荷、瑞典)凯

81 kilograms 1 ['kɪləgræm] 千克； 公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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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lan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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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largely 1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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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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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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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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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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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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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liv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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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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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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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mahmoud 1 n. 马哈茂德

95 mansoura 1 [地名] [阿尔及利亚] 曼苏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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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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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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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m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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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mill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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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mineral 1 ['minərəl] n.矿物；（英）矿泉水；无机物；苏打水（常用复数表示） adj.矿物的；矿质的

102 modern 2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103 Mohamed 1 n. 穆罕默德

104 more 1 [mɔ:] adv.更多；此外；更大程度地 adj.更多的；附加的 pron.更多的数量 n.更多 n.(More)人名；(英、法)莫尔；(意、西、
以)莫雷

105 mourad 1 穆拉德

106 moved 2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7 na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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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nam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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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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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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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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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newly 1 ['nju:li] adv.最近；重新；以新的方式

113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114 of 1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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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oldest 1 ['əuldist] adj.最老的（old的最高级）；最旧的

117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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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119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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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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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over 1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122 palaeontology 1 [,pæliɔn'tɔlədʒi] n.[古生]古生物学

123 paleontology 1 [,pæiliɔn'tɔlədʒi, ,pei-] n.古生物学

124 paper 1 ['peipə] n.纸；论文；文件；报纸 adj.纸做的 vt.用纸糊；用纸包装 vi.贴糊墙纸；发交通违章传票 n.(Paper)人名；(俄)帕
佩尔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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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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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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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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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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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131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132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133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134 raises 1 ['reɪzɪz] n. 加薪；增加 名词raise的复数形式.

135 remains 2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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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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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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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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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rocks 1 n.[岩]岩石，岩礁；岩石礁石（rock复数形式） v.轻轻摇摆；发抖；演唱摇滚乐（rock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Rocks)
人名；(英、德)罗克斯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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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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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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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sea 2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146 semiaquatic 1 半水生的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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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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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150 solution 1 [sə'lju:ʃən] n.解决方案；溶液；溶解；解答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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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species 4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153 st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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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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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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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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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the 3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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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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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62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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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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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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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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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7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
168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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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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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vertebrate 1 [英 [ˈvɜ:təbrɪt, -ˌbreɪt] 美 [ˈvə:təbrɪt, -ˌbret]] adj.脊椎动物的；有脊椎的 n.脊椎动物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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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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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74 wate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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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weighed 1 [weɪ] v. 衡量；称(重量)；重达 ...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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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whale 7 [hweil] vt.猛揍；使惨败 vi.捕鲸 n.鲸；巨大的东西 n.(Whale)人名；(英)惠尔

178 whales 6 n.鲸鱼（whale的复数） v.捕鲸（wha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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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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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1 work 1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182 writer 2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183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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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