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4-12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Little Progress in Effort to
Save Vaquita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in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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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to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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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vaquita 11 小头鼠海豚

5 of 1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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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nd 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8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9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0 animal 4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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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 t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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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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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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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fishermen 3 ['fɪʃəmən] n. 渔夫；渔船 名词fisherman的复数形式.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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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save 3 vt.节省；保存；储蓄；解救 vi.节省；挽救 prep.除...之外 n.救援 n.(Save)人名；(法)萨夫；(意、保、西、罗、塞、瑞典)萨
薇(女名)，萨韦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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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swim 3 [swim] vi.游泳；漂浮；浸；眩晕 vt.游过；使浮起 n.游泳；漂浮；眩晕 adj.游泳时穿戴的

22 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23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4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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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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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lieved 2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28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29 bladder 2 ['blædə] n.膀胱；囊状物，可充气的囊袋

30 California 2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31 catch 2 [kætʃ] vt.赶上；抓住；感染；了解 vi.赶上；抓住 n.捕捉；捕获物；窗钩

32 china 2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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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fishing 2 ['fiʃiŋ] n.渔业；捕鱼（术）；试探；装配 adj.钓鱼的；钓鱼用的 v.捕鱼（fish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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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go 2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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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gulf 2 [gʌlf] n.海湾；深渊；分歧；漩涡 vt.吞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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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habitat 2 ['hæbitæt] n.[生态]栖息地，产地 n.(Habitat)人名；(德)哈比塔特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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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inspection 2 [in'spekʃən] n.视察，检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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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little 2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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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Mexican 2 ['meksikən] adj.墨西哥的；墨西哥人的 n.墨西哥人；墨西哥语

46 nets 2 [net] n. 网；网状物 adj. 净余的；纯粹的

47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48 population 2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49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50 sea 2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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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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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totoaba 2 犬鱼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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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56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57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58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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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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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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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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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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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67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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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back 1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后
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70 backbone 1 ['bækbəun] n.支柱；主干网；决心，毅力；脊椎

71 banned 1 [bæn] v. 禁止；剥夺权利 n. 禁令；禁止

72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73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74 biologists 1 n.生物学家( biologist的名词复数 )

75 birth 1 [bɑ:θ] n.出生；血统，出身；起源

76 bladders 1 n.<解>膀胱( bladder的名词复数 ); 囊，袋

77 blooded 1 ['blʌdid] adj.血统优良的；有血的

78 boat 1 [bəut] n.小船；轮船 vi.划船

79 born 1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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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cameras 1 ['kæmərəz] 照相机； 暗箱； 摄像机； 摄影机

82 campaign 1 [kæm'pein] vi.作战；参加竞选；参加活动 n.运动；活动；战役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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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84 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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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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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cooking 1 n.烹饪 adj.烹调的 v.烹调；筹划（cook的ing形式）

88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89 council 1 ['kaunsəl] n.委员会；会议；理事会；地方议会；顾问班子 n.(Council)人名；(英)康斯尔

90 cow 1 [kau] n.奶牛，母牛；母兽 vt.威胁，恐吓

91 creatures 1 ['kriː tʃəz] n. 生物（creature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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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decreased 1 [dɪ'kriː s] v. 减少；减小；降低 n. 减少；降低

94 defense 1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
95 die 1 [dai] vi.死亡；凋零；熄灭 vt.死，死于… n.冲模，钢模；骰子 n.(Die)人名；(西)迭；(阿拉伯)迪埃

96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97 disappearing 1 英 [ˌdɪsə'pɪə(r)] 美 [ˌdɪsə'pɪr] vi. 消失；不见；失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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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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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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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dolphin 1 ['dɔlfin] n.海豚 n.(Dolphin)人名；(英)多尔芬

102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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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05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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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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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entering 1 ['entəriŋ] v.进入（enter的ing形式）；录入；键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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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11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112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113 fade 1 [feid, fad] vi.褪色；凋谢；逐渐消失 vt.使褪色 adj.平淡的；乏味的 n.[电影][电视]淡出；[电影][电视]淡入 n.(Fade)人名；
(法)法德

114 fades 1 [feɪd] v. 逐渐消失；褪色；凋谢 n. 淡入；淡出

115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116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117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18 females 1 ['fiː meɪlz] 女性

119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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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fixed 1 adj.确定的；固执的；<美口>处境...的；准备好的 v.修理（过去式）

121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22 fund 1 [fʌnd] n.基金；资金；存款 vt.投资；资助 n.(Fund)人名；(德)丰德

123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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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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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
伯、巴基)哈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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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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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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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high 1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130 holds 1 英 [həʊldz] 美 [hoʊldz] n. 货舱；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.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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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humans 1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133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34 illegal 1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
135 illegally 1 [i'li:gəli] adv.非法地

136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137 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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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139 last 1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持，够用；持久 vt.度过，拖过；使维持 adv.最后地；上次，最近；最后一点 n.(La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罗、瑞典)拉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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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142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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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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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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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mammal 1 ['mæməl] n.[脊椎]哺乳动物

148 mammals 1 ['mæml] n. 哺乳动物 名词mammal的复数形式.

149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150 medicinal 1 [me'disinəl] adj.药的；药用的；治疗的（等于medicinable）；有益的

151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152 meter 1 [mi:tə] n.米；仪表；[计量]公尺；韵律 vt.用仪表测量 vi.用表计量 n.(Meter)人名；(英)米特；(塞)梅特

153 Mexico 1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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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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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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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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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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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navy 1 ['neivi] n.海军 深蓝色的

160 nears 1 英 [nɪə(r)] 美 [nɪr] adj. 近的；近似的；亲近的；吝啬的 adv. 在附近；不久以后；几乎；[罕]吝啬地 prep. 附近；接近；临
近；大约；(质量、大小等)相仿；濒临 v. 接近；靠近

161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62 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
163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164 observed 1 [əb'zɜːvd] adj. 被观察的，被观测的 v. 观察，观测（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,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）

165 offspring 1 ['ɔfspriŋ, 'ɔ:-] n.后代，子孙；产物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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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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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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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o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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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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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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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parties 1 英 ['pɑ tːi] 美 ['pɑ rːti] n. 聚会；宴会；政党；一伙人；[律]当事人 vi. 开派对

173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174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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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176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77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178 prices 1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
179 progress 1 ['prəugres, 'prɔ-, prəu'gres] n.进步，发展；前进 vi.前进，进步；进行 n.(Progress)人名；(赞)普罗格雷斯

180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181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182 rare 1 adj.稀有的；稀薄的；半熟的 adj.杰出的；极度的；非常好的 adv.非常；极其 vi.用后腿站起；渴望

183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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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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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186 resources 1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187 sac 1 [sæk] n.[生物]囊；液囊 n.(Sac)人名；(西)萨克

188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189 sell 1 [sel] vt.销售；推销；出卖；欺骗 vi.卖；出售；受欢迎；有销路 n.销售；失望；推销术 n.(Sell)人名；(德)泽尔；(英、芬、
瑞典)塞尔

190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191 shepherd 1 ['ʃepəd] vt.牧羊；带领；指导；看管 n.牧羊人；牧师；指导者 n.(Shepherd)人名；(英)谢泼德

192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193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194 sm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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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smallest 1 ['smɔː lɪst] adj. 最小的

196 smith 1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197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198 Spanish 1 ['spæniʃ] adj.西班牙的；西班牙人的；西班牙语的 n.西班牙语；西班牙人

199 strength 1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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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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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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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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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205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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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08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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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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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 warm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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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whale 1 [hweil] vt.猛揍；使惨败 vi.捕鲸 n.鲸；巨大的东西 n.(Whale)人名；(英)惠尔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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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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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wild 1 [waild] adj.野生的；野蛮的；狂热的；荒凉的 n.荒野 adv.疯狂地；胡乱地 n.(Wild)人名；(英)怀尔德；(法、德、葡、捷、
匈)维尔德

216 wildlife 1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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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8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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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zak 1 n.(Zak)人名；(德)察克；(俄、波、乌干)扎克；(瑞典)萨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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