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2-27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Scientists Find First 'True
Millipede' in Australia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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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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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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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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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g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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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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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10 and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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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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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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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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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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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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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ustralia 6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19 author 2 ['ɔ:θə] n.作者；作家；创始人 vt.创作出版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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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b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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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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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25 believed 2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26 biologist 1 [bai'ɔlədʒist] n.生物学家

27 Bruno 1 ['bru:nəu] n.布鲁诺（男子名）

28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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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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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31 called 1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32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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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carbon 1 ['kɑ:bən] n.[化学]碳；碳棒；复写纸 adj.碳的；碳处理的 n.(Carbon)人名；(西)卡尔翁；(法)卡尔邦；(英)卡本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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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6 co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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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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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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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reature 1 ['kri:tʃə] n.动物，生物；人；创造物

40 cruel 1 [英 ['kru:əl] 美 [ˈkruəl]] adj.残酷的，残忍的；使人痛苦的，让人受难的；无情的，严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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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42 dead 1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
43 decaying 1 [dɪ'keɪɪŋ] adj. 衰退；腐烂；颓坏 动词decay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4 dee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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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46 discovery 1 [dis'kʌvəri] n.发现，发觉；被发现的事物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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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drill 2 n.训练；钻孔机；钻子；播种机；演习 vi.钻孔；训练 vt.钻孔；训练；条播 n.(Drill)人名；(德、英)德里尔

49 drilled 1 [drɪl] n. 钻孔机；钻子；反复操练；播种机 v. 练习；钻孔；(军事)训练

50 dry 1 [drai] adj.干的；口渴的；枯燥无味的；禁酒的 vt.把…弄干 vi.变干 n.干涸 n.(Dry)人名；(法)德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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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eating 1 ['i:tiŋ] adj.侵蚀的；可生食的；进餐用的 n.吃；食物 v.吃（ea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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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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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56 environments 1 [en'vaɪərənmənts] 环境

57 esperance 2 ['espərəns] n.希望

58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59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60 evolution 1 [,i:və'lu:ʃən, ,ev-] n.演变；进化论；进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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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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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facebook 1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64 feet 3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
65 females 1 ['fiː meɪlz] 女性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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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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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flowers 1 英 ['flaʊə(r)] 美 ['flaʊər] n. 花；开花植物；精华；盛时 v. 开花；成熟；用花装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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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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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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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fungi 3 ['fʌŋgai] n.真菌；菌类；蘑菇（fungus的复数） n.(Fungi)人名；(意)丰吉

74 fungus 1 ['fʌŋgəs] n.真菌，霉菌；菌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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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generations 1 [dʒenə'reɪʃnz] n. 世代

77 gold 1 [gəuld] n.金，黄金；金色；金币 adj.金的，金制的；金色的 n.(Go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、罗、捷、瑞典)戈尔德

78 goldfields 2 n.采金区，金矿区( goldfield的名词复数 )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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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Greek 1 [gri:k] n.希腊语；希腊人 adj.希腊的；希腊人的，希腊语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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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83 ha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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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4 har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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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harsh 2 [hɑ:ʃ] adj.严厉的；严酷的；刺耳的；粗糙的；刺目的 n.(Harsh)人名；(英)哈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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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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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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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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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ho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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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holes 1 英 [həʊlz] 美 [hoʊlz] n. 洞；孔 名词hole的复数形式.

91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92 ideas 2 观念

93 in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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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4 insect 2 ['insekt] n.昆虫；卑鄙的人

95 insects 5 ['ɪnsekts] n. 昆虫；虫子；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.

96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97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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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ke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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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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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known 3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02 layer 1 n.层，层次；膜；[植]压条；放置者，计划者 vt.把…分层堆放；借助压条法；生根繁殖；将（头发）剪成不同层次 vi.
形成或分成层次；[植]通过压条法而生根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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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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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106 legs 9 ['leɡz] n.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.

107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108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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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lithium 1 ['liθiəm] n.锂（符号Li）

111 l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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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113 liv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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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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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5 longest 1 ['lɔŋgist, 'lɔ:ŋ-] adj.最长的 n.(Longest)人名；(英)朗格斯特

116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117 lose 1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
118 make 1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119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120 males 1 ['meɪlz] n. 壮丁；男人 名词male的复数形式.

121 many 5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22 Marek 3 n. 马雷克

123 marvel 2 n.奇迹 vt.对…感到惊异 vi.感到惊讶 n.(Marvel)人名；(英)马弗尔；漫威漫画

124 marvelous 1 ['mɑ:viləs] adj.了不起的；非凡的；令人惊异的；不平常的

125 means 3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126 metals 1 ['metlz] n. 五金 名词metal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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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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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millimeter 1 ['mili,mi:tə] n.[计量]毫米

129 millimeters 1 n. 毫米（millimeter的复数形式）

130 milli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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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millipede 5 ['milipi:d, 'miliped] n.[无脊椎]千足虫；倍足纲节动物（等于millepede）

132 millipedes 3 [mɪ'lɪpiː dz] 多足类

133 mining 1 ['mainiŋ] n.矿业；采矿

134 molds 1 英 [məʊld] 美 [moʊld] n. 模式；类型；模子；模型；真菌；软土 vt. 形成；制模；发霉 vi. 发霉；符合形状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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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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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move 2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138 mushrooms 1 ['mʌʃrʊmz] n. 蕈类 名词mushroom的复数形式.

139 mythology 2 [mi'θɔlɔdʒi] n.神话；神话学；神话集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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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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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43 nitrogen 1 ['naitrədʒən] n.[化学]氮

144 no 2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145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46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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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nutrients 1 ['nju tːrɪənts] n. 营养素，营养物，营养品（名词nutrient的复数形式）

149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50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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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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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openings 1 ['əʊpənɪŋz] n. 开口；开始；职位空缺；机遇 名词opening的复数形式.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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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56 outer 1 ['autə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远离中心的 n.环外命中

157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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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160 Paul 1 [pɔ:l] n.保罗（男子名）

161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62 Persephone 2 [pə:'sefəni; pə-] n.珀尔塞福涅（宙斯之女，被冥王劫持娶作冥后）

163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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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Perth 1 [pə:θ] n.珀斯，佩斯（澳大利亚城市）

165 plant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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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6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167 plural 1 ['pluərəl] adj.复数的 n.复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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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queen 1 [kwi:n] n.女王，王后；（纸牌中的）皇后；（蜜蜂等的）蜂王 vt.使…成为女王或王后 vi.做女王 n.(Queen)人名；(英)奎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因

170 react 1 vi.反应，作出反应；产生（化学）反应；

171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72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73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174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75 role 2 [rəul] n.角色；任务 n.(Ro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赤几)罗莱

176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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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same 1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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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scientific 1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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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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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see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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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3 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184 shand 1 n. 尚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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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skillful 1 ['skilful] adj.熟练的；巧妙的

187 small 2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188 smell 1 [smel] vi.嗅，闻；有…气味 vt.嗅，闻；察觉到；发出…的气味 n.气味，嗅觉；臭味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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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soil 1 [sɔil] n.土地；土壤；国家；粪便；务农；温床 vt.弄脏；污辱 vi.变脏

191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192 someth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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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species 2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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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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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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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stunning 2 ['stʌniŋ] adj.极好的；使人晕倒的；震耳欲聋的 v.把…打昏；使震耳欲聋；使大吃一惊（stun的ing形式）

198 substances 1 n.物质( substance的名词复数 ); 实质; 物体; [哲学]1)。 本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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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sugar 1 ['ʃugə] n.糖；食糖；甜言蜜语 vt.加糖于；粉饰 vi.形成糖 n.(Sugar)人名；(英)休格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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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03 tech 1 [tek] n.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.技术（technology）；技术员（technician） n.(Tech)人名；(柬)德

204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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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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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the 3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08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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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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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12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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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214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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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thousand 2 ['θauzənd] n.一千；一千个；许许多多 adj.成千的；无数的

217 through 2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218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219 to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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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0 tool 1 [tu:l] n.工具，用具；器械，机床；手段 vi.使用工具；用机床装备工厂 vt.用工具给……加工

221 touch 1 [tʌtʃ] vt.接触；触动；使轻度受害 vi.触摸；涉及；接近；提到 n.接触；触觉；格调；少许 n.(Touch)人名；(柬)杜；(英)
陶奇

222 true 5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
223 underground 1 ['ʌndəgraund] adv.在地下；秘密地 adj.地下的；秘密的；先锋派的 n.地下；地铁；地道；地下组织；秘密活动；
先锋派团体

224 underworld 1 ['ʌndəwə:ld] n.黑社会；地狱；下层社会；尘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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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unpleasant 1 [,ʌn'plezənt] adj.讨厌的；使人不愉快的

227 until 2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228 us 1 pron.我们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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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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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232 vanadium 1 [və'neidiəm] n.[化学]钒

233 Virginia 1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
234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23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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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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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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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40 width 1 [widθ, witθ] n.宽度；广度

241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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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word 1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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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5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246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247 writers 1 ['raɪtəz] 作家

248 written 1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
249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50 yeasts 1 [jiː st] n. 酵母；发酵剂 vi. 发酵；起泡沫

251 you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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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