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9-14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Fossil of Strange Sea Creature
Discovere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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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de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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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ult 1 ['ædʌlt, ə'dʌlt] adj.成年的；成熟的 n.成年人

6 agenc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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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9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0 amount 2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1 an 7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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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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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nimal 7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5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16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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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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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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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ppeared 3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1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2 arthropod 2 ['ɑ:θrəpɔd] n.节肢动物 adj.节肢动物的

23 a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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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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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b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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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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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elow 1 [bi'ləu] adv.在下面，在较低处；在本页下面 prep.在…下面 n.(Below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贝洛

30 Bernard 1 ['bə:nəd; bə'nɑ:d] n.伯纳德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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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i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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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ody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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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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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road 1 [brɔ:d] adj.宽的，辽阔的；显著的；大概的 n.宽阔部分 adv.宽阔地 n.(Broad)人名；(英、德)布罗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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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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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call 2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39 Cambrian 7 ['kæmbriən] n.威尔士人；寒武纪或系 adj.寒武纪的；威尔斯的；威尔斯人的

40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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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anada 2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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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Canadian 1 [kə'neidiən] adj.加拿大（人）的 n.加拿大人

43 capture 1 vt.俘获；夺得；捕捉，拍摄,录制 n.捕获；战利品，俘虏

44 Caron 2 n. 卡伦

45 centimeter 1 ['senti,mi:tə] n.[计量]厘米；[计量]公分

46 circular 1 adj.循环的；圆形的 n.通知，传单

47 claw 1 [klɔ:] n.爪；螯，钳；爪形器具 vi.用爪抓（或挖） vt.用爪抓（或挖）

48 claws 3 [klɔː ] n. 爪；钳；螯；爪状物 v. 抓；撕

49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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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olumbia 1 [kə'lʌmbiə] n.哥伦比亚

52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53 comparison 1 [kəm'pærisən] n.比较；对照；比喻；比较关系

54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55 crab 1 [kræb] n.螃蟹；蟹肉；脾气乖戾的人；起重机 vt.抱怨；破坏；使偏航 vi.捕蟹；发牢骚；抱怨

56 crabs 1 [kræb] n. 蟹；阴虱；爱争吵的人；[植]山楂子 v. 捕蟹；使横行；批评；抱怨

57 creature 5 ['kri:tʃə] n.动物，生物；人；创造物

58 day 3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59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60 deals 1 [diː l] n. 协定；交易；大量 v. 应付；分配；处理；交易；经营

61 description 1 [di'skripʃən] n.描述，描写；类型；说明书

62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63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64 dig 1 [dig] vt.挖，掘；探究 vi.挖掘 n.戳，刺；挖苦 n.(Dig)人名；(罗)迪格

65 discovered 3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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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dunham 1 n.(Dunham)人名；(英)邓纳姆

68 during 3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69 earth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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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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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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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73 explosion 1 n.爆炸；爆发；激增 n.（Explosion）《引爆者》（一部中国动作、犯罪电影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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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eyes 1 n.眼睛（eye的复数） n.(Eyes)人名；(英)艾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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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field 1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78 fin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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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fir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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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fis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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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flap 1 n.拍打，拍打声；神经紧张；[航]襟翼 vi.拍动；神经紧张；鼓翼而飞；（帽边等）垂下 vt.拍打；扔；拉下帽边；飘动

82 flaps 1 [flæps] n.马唇肿胀

83 flat 2 adj.平的；单调的；不景气的；干脆的；平坦的；扁平的；浅的 adv.（尤指贴着另一表面）平直地；断然地；水平地；直
接地，完全地 n.平地；公寓；平面 vt.使变平；[音乐]使（音调）下降，尤指降半音 vi.逐渐变平；[音乐]以降调唱（或奏）
n.（法）弗拉特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弗莱特（人名）

84 flexible 1 ['fleksibl] adj.灵活的；柔韧的；易弯曲的

85 floor 2 [flɔ:] n.地板，地面；楼层；基底；议员席 vt.铺地板；打倒，击倒；（被困难）难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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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food 2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87 footprint 1 ['futprint] n.足迹；脚印

88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9 forearm 1 ['fɔ:rɑ:m] n.前臂 vt.预先武装；准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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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fossil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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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fossils 4 ['fɒslz] 化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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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5 geologic 1 [,dʒiəu'lɔdʒik] adj.地质的；地质学上的

96 geological 2 [dʒiə'lɔdʒikəl] adj.地质的，地质学的

97 giant 3 ['dʒaiənt] n.巨人；伟人；[动]巨大的动物 adj.巨大的；巨人般的

98 gill 1 n.鳃；菌褶；（山谷中的）沟壑，峡流；及耳（容量单位） vi.被刺网捕住 vt.用刺网捕鱼；去除内脏 n.(Gill)人名；(英、
法、德、匈、印)吉尔；(瑞典、挪)伊尔；(西)希尔

99 gills 1 [gɪls] n. 鳃；垂肉；吉耳(体积单位) 名词gill的复数形式.

100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101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102 gripping 1 ['gripiŋ] adj.扣人心弦的；引人注意的；令人全神贯注的 v.扣人心弦（grip的ing形式）；握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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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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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6 hangs 1 [hæŋ] v. 悬挂；(使)低垂；悬浮(在空中)；逗留；绞死 n. 悬挂方式；悬挂；绞刑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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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hat 1 [hæt] n.帽子 vt.给……戴上帽子 vi.供应帽子；制造帽子 n.(Hat)人名；(中)核(广东话·威妥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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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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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head 3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112 helmet 3 ['helmit] n.钢盔，头盔 n.(Helmet)人名；(德)黑尔梅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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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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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
116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117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118 human 2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19 hunted 1 ['hʌntid] adj.被捕猎的；受迫害的 v.狩猎；追捕（hunt的过去式）

120 hunters 1 n. 亨特斯(在美国；西经 118º12' 北纬 48º09'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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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i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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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3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124 insects 1 ['ɪnsekts] n. 昆虫；虫子；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.

125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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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8 i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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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its 8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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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jean 1 [dʒi:n, dʒein] n.牛仔裤；[纺]斜纹棉布

131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132 jointed 1 ['dʒɔintid] adj.有接缝的；有节的，有关节的 v.连接，贴合（joi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133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134 ki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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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36 larg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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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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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leaf 1 [li:f] n.叶子；（书籍等的）一张；扇页 vi.生叶；翻书页 vt.翻…的页，匆匆翻阅 n.(Leaf)人名；(英)利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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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life 5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42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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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limbs 1 [lɪmz] n. 枝干；肢；翼 名词limb的复数形式.

144 lined 1 [laɪnd] adj. 具线纹的；衬里的 动词l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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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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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lobster 1 ['lɔbstə] n.龙虾 龙虾肉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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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9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150 looking 2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151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152 loose 1 [lu:s] adj.宽松的；散漫的；不牢固的；不精确的 vt.释放；开船；放枪 vi.变松；开火 adv.松散地 n.放纵；放任；发射 n.
(Loose)人名；(捷、瑞典)洛塞；(英)卢斯；(德)洛泽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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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155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56 matteo 2 n. 马泰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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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means 2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159 milli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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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most 1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161 mothership 1 ['mʌðəʃɪp] n. 航空母机

162 mou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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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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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mud 1 [mʌd] vt.弄脏；用泥涂 vi.钻入泥中 n.泥；诽谤的话；无价值的东西

166 museum 2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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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69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170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71 ocean 1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172 of 2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73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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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O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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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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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Ontario 2 n.安大略省（加拿大省份） n.安大略湖（北美五大湖之一） n.安大略市（美国加州南部城市）

177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178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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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organ 1 n.器官；机构；风琴；管风琴；嗓音；阴茎 n.（Organ）人名；（英）奥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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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oxygen 1 ['ɔksidʒən] n.[化学]氧气，[化学]氧

182 paleontologist 3 [,peiliɔn'tɔlədʒist] n.古生物学者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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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parts 2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185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186 period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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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periods 1 ['pɪrɪədz] n.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.

188 pick 1 [pik] vi.挑选；采摘；挖 vt.拾取；精选；采摘；掘 n.选择；鹤嘴锄；挖；掩护 n.(Pi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捷、匈、瑞
典)皮克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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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191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192 presen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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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prey 5 [prei] vi.捕食；掠夺；折磨 n.捕食；牺牲者；被捕食的动物 n.(Prey)人名；(英、法)普雷；(德)普赖

194 proportion 1 n.比例，占比；部分；面积；均衡 vt.使成比例；使均衡；分摊

195 publication 1 [,pʌbli'keiʃən] n.出版；出版物；发表

196 pulled 1 ['pʊld] adj. 牵引的 v. 拉；拖；牵；拔（动词pu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197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198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199 recorded 1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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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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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reuters 3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04 rich 1 adj.富有的；肥沃的；昂贵的 adj.油腻的，含有很多脂肪 n.(Rich)人名；(丹)里克；(捷)里赫；(英、西)里奇；(葡、法)里什

205 Rockies 1 ['rɔkiz] n.落基山脉

206 rock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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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royal 3 ['rɔiəl] adj.皇家的；盛大的；女王的；高贵的；第一流的 n.王室；王室成员

208 sai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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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science 3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210 scientists 6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11 sea 3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212 seas 1 [siː z] n. 海域 名词sea的复数形式.

213 se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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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segments 1 [seɡ'mənts] n. 段

215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216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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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shape 1 [ʃeip] n.形状；模型；身材；具体化 vt.形成；塑造，使成形；使符合 vi.形成；成形；成长 n.(Shape)人名；(瑞典)沙佩

218 shell 1 [ʃel] n.壳，贝壳；炮弹；外形 vi.剥落；设定命令行解释器的位置 vt.剥皮；炮轰

219 short 3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220 sides 1 [saɪdz] n.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.

221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222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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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225 s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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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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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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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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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sound 1 [saund] vt.听（诊）；测量，测…深；使发声；试探；宣告 n.声音，语音；噪音；海峡；吵闹；听力范围；[医]探条 adj.
健全的，健康的；合理的；可靠的；有效彻底的 adv.彻底地，充分地 vi.听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回响；测深

230 spaceship 1 ['speisʃip] n.[航]宇宙飞船

231 spiders 1 [s'paɪdəz] 蜘蛛

232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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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strange 4 [streindʒ] adj.奇怪的；陌生的；外行的 adv.奇怪地；陌生地，冷淡地 n.(Strange)人名；(英)斯特兰奇；(瑞典、塞)斯特
朗格

235 structures 1 [st'rʌktʃəz] n.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.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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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such 4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38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239 swam 1 [swæm] v.游泳（swim的过去式）

240 swimming 2 ['swimiŋ] n.游泳；目眩 adj.游泳的；游泳用的；善于游泳的；晕眩的 v.游泳；漂浮；旋转（swim的ing形式）

241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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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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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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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the 4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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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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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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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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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thirds 1 [θɜːdz] n. 三号 名词third的复数形式.

252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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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254 thumbnail 1 ['θʌmneil] n.拇指指甲；极小的东西；短文 adj.极小的，极短的

255 tim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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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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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titanic 2 [tai'tænik, ti-] adj.巨大的；四价钛的 n.泰坦尼克号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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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9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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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tooth 1 [tu:θ] n.牙齿 vt.给……装齿 vi.啮合 n.(Tooth)人名；(英)图思

261 Toronto 2 [tə'rɔntəu] n.多伦多（加拿大城市）

262 triangular 1 [trai'æŋgjulə] adj.三角的，[数]三角形的；三人间的

263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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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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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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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268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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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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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warm 2 [wɔ:m] adj.温暖的；热情的 vi.同情；激动；变温暖 vt.使…兴奋；使…温暖；使…感兴趣 n.取暖；加热 n.(Warm)人名；
(英)沃姆；(德)瓦姆

272 was 1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73 wat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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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275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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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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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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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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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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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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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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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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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5 Worms 1 [wə:mz, vɔ:rms] n.[基医]蠕虫（worm的复数） n.(Worms)人名；(德、法、葡)沃姆斯

286 writer 2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287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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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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