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4-13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Dolphins' Social Habits Spread
Viru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6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dolphins 23 ['dɒlfɪn] n. 海豚 名词dolphin的复数形式.

3 to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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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2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of 1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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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they 1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8 virus 15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9 or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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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r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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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from 10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2 other 9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3 t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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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5 thi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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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together 8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17 when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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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dolphin 7 ['dɔlfin] n.海豚 n.(Dolphin)人名；(英)多尔芬

19 Mann 7 [mæn] n.曼（姓氏）；曼恩法案（美国国会1910年6月通过的一项法案，禁止州与州之间贩运妇女）

20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1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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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 can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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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4 lik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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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social 6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6 wate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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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nimals 5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28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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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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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we 5 [wi:弱 wi] pron.我们（主格）；笔者，本人（作者或演讲人使用）；朕，寡人 n.(We)人名；(缅)韦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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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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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ocean 4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34 often 4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35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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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scientists 4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37 s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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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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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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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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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activities 3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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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animal 3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43 clo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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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disease 3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45 even 3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等
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46 fins 3 [fɪn] n. 鳍；鱼翅；鳍状物；散热片；五元纸币

47 friends 3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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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humans 3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50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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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outbreak 3 ['autbreik, ,aut'breik] n.（战争的）爆发；（疾病的）发作 vi.爆发

52 outbreaks 3 暴发

53 researchers 3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54 sa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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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56 she 3 [ʃi:] pron.她（主格）；它（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、船舶、地球、月亮等） n.女人；雌性动物 n.(She)人名；(中)佘(普通话
·威妥玛)

57 stressors 3 压力源

58 surface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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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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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sync 3 [siŋk] n.同步，同时 vi.同时发生 vt.使同步

61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62 abe 2 [eib] n.亚伯（男子名，等于Abraham）

63 act 2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64 air 2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65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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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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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68 andrew 2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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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behavior 2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
71 boat 2 [bəut] n.小船；轮船 vi.划船

72 breathe 2 [bri:ð] vi.呼吸；低语；松口气；（风）轻拂 vt.呼吸；使喘息；流露；低声说

73 breathed 2 [breθt, bri:ðd] adj.无声的；有气的 v.呼吸（breat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Breathed)人名；(英)布雷思德

74 co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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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collier 2 ['kɔliə] n.矿工；运煤船 n.(Collier)人名；(西、葡)科列尔；(英、德)科利尔；(法)科利耶

76 contagious 2 [kən'teidʒəs] adj.感染性的；会蔓延的

77 coordinated 2 [kəu'ɔ:dineitid] vt.调整；使调和（coordinate的过去分词）；调节；整理 adj.协调的

78 died 2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79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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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80 droplets 2 [d'rɒplets] 液滴

81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82 faith 2 [feiθ] n.信仰；信念；信任；忠实 n.(Faith)人名；(匈)福伊特；(英)费思，费丝(女名)；(瑞典)法伊特

83 following 2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84 Georgetown 2 ['dʒɔ:dʒtaun] n.乔治城（圭亚那首都）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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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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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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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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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immune 2 [i'mju:n] adj.免疫的；免于……的，免除的 n.免疫者；免除者

90 individuals 2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91 Jacoby 2 n. 雅各比

92 janet 2 ['dʒænit] abbr.联合科研网（jointacademicnetwork）

93 lives 2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94 looked 2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95 ma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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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males 2 ['meɪlz] n. 壮丁；男人 名词male的复数形式.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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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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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mu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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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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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02 offspring 2 ['ɔfspriŋ, 'ɔ:-] n.后代，子孙；产物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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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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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pollution 2 [pə:'lju:ʃən] n.污染 污染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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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populations 2 [pɒpjʊ'leɪʃnz] 居群

108 Potomac 2 [pə'təumək] n.波拖马可河（美国河名）

109 re 2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110 regularly 2 ['regjələli] adv.定期地；有规律地；整齐地；匀称地

111 researcher 2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112 respiratory 2 ['respərətəri, ri'spaiə-] adj.呼吸的

113 river 2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114 sharing 2 英 ['ʃeərɪŋ] 美 ['ʃerɪŋ] n. 共享；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.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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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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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special 2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118 spread 2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119 spreading 2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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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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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systems 2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123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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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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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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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27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128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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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vulnerable 2 ['vʌlnərəbl] adj.易受攻击的，易受…的攻击；易受伤害的；有弱点的

130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31 Washington 2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132 whales 2 n.鲸鱼（whale的复数） v.捕鲸（wha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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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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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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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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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138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139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40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141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42 amounts 1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
143 ann 1 [æn] n.安（女子名）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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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applies 1 [ə'plaɪ] vt. 应用；涂；使专心从事 vi. 申请；有关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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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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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associated 1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49 Atlantic 1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
150 babies 1 ['beɪbi] n. 婴儿；宝贝儿；孩子气的人 adj. 婴儿的；小型的 vt. 溺爱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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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bay 1 [bei] n.海湾；狗吠声 vt.向…吠叫 vi.吠叫；大声叫嚷 n.(Bay)人名；(越)七；(英、老)贝；(德、意、罗、捷、土、丹)巴伊；
(匈)鲍伊；(瑞典)巴伊

153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54 becomes 1 [bɪ'kʌm] v. 变成；成为；变得；适合（某人）；使（人）显得漂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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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biologist 1 [bai'ɔlədʒist] n.生物学家

157 biology 1 [bai'ɔlədʒi] n.（一个地区全部的）生物；生物学

158 bod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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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160 Buchanan 1 [bju:̍ kænən] 布坎南

161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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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catch 1 [kætʃ] vt.赶上；抓住；感染；了解 vi.赶上；抓住 n.捕捉；捕获物；窗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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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Chesapeake 1 ['tʃesəpi:k] n.切萨皮克（美国城市）

166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167 Christina 1 [kri'sti:nə] n.克里斯蒂娜（女子名）

168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169 colored 1 ['kʌləd] adj.有色的；着色的；有色人种的 v.把...染色，粉饰，脸红（color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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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combine 1 [kəm'bain] vt.使化合；使联合，使结合 vi.联合，结合；化合 n.联合收割机；联合企业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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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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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connections 1 [kə'nektʃənz] n. 连接点 名词conn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74 continuing 1 [kən'tɪnjuɪŋ] adj. 连续的；持续的；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.

175 coughing 1 英 [kɒf] 美 [kɔː f] v. 咳嗽；咳 n. 咳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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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78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179 cut 1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180 dark 1 adj.黑暗的，深色的；模糊的；无知的；忧郁的 n.黑暗；夜；黄昏；模糊 n.（Dark）人名；（英）达克 n.（Dark）《暗
黑》（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）

181 deadly 1 ['dedli] adj.致命的；非常的；死一般的 adv.非常；如死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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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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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dorsal 1 [dɔ:səl] adj.背部的；背的，背侧的 n.(Dorsal)人名；(西)多萨尔

185 drops 1 [drɒps] n. 珠；滴剂（名词drop的复数形式） v. 滴，滴下，滴落（动词dr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86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87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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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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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191 environments 1 [en'vaɪərənmənts] 环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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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explain 1 [ik'splein] v.说明；解释

194 explains 1 [ɪk'spleɪn] v. 说明；解释

195 exposed 1 [ik'spəuzd] adj.暴露的，无掩蔽的 v.暴露，揭露（expos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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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extremity 1 [ik'stremiti] n.极端；绝境；非常手段；手足

198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199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200 females 1 ['fiː meɪlz] 女性

201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202 fin 1 [fin] n.鳍；鱼翅；鳍状物 vt.切除鳍；装上翅 vi.猛挥鳍；潜泳 n.(Fin)人名；(法)芬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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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205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206 forest 1 ['fɔrist] vt.植树于，使成为森林 n.森林 n.(Forest)人名；(法)福雷；(英、西)福雷斯特

207 forward 1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
208 frequently 1 ['fri:kwəntli] adv.频繁地，经常地；时常，屡次

209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10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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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habits 1 ['hæbɪt] n. 习惯；习性

213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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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hands 1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
215 handshake 1 ['hændʃeik] n.握手

216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217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218 harm 1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
219 Hawaii 1 [hə'waii:] n.夏威夷岛；夏威夷（美国州名）

220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221 helpless 1 ['helplis] adj.无助的；无能的；没用的

222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23 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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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4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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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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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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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hugging 1 [hʌɡ] v. 拥抱；紧抱；抱有；挨着 n. 拥抱；紧抱

229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230 identify 1 vt.确定；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；使参与；把…看成一样vi.确定；认同；一致

231 illness 1 ['ilnis] n.病；疾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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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234 intelligent 1 [in'telidʒent] adj.智能的；聪明的；理解力强的

235 Jackson 1 ['dʒæksn] n.杰克逊（男子名）；杰克逊（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城市）

236 Jacob 1 ['dʒeikəb] n.雅各（以色列人的祖先）；雅各布（男子名）

237 James 1 [dʒeimz] n.詹姆斯（姓氏，男子名）；《雅各书》

238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39 just 1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240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241 Kristi 1 克里斯季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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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larson 1 n. 拉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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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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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lens 1 n.透镜，镜头；眼睛中的水晶体；晶状体；隐形眼镜；汽车的灯玻璃 vt.给……摄影

247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248 limb 1 [lim] n.肢，臂；分支；枝干 vt.切断…的手足；从…上截下树枝 n.(Limb)人名；(朝)林；(英)利姆

249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250 Lincoln 1 ['liŋkən] n.林肯（美国第16任总统）；林肯（福特汽车厂出产的名牌豪华汽车）

251 liquid 1 ['likwid] adj.液体的；清澈的；明亮的；易变的 n.液体，流体；流音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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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lungs 1 ['lʌŋz] n. 肺 lung的复数.

254 maintain 1 [mein'tein] vt.维持；继续；维修；主张；供养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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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Marie 1 ['mɑ:ri] n.玛丽（女子名）

257 markings 1 纹理

258 Maryland 1 ['mεərilænd] n.马里兰（美国州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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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mean 1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
260 medicine 1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261 melissa 1 [mə'lisə] n.梅利莎（女子名）；蜜蜂花

262 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
263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264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265 naturally 1 ['nætʃərəli] adv.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

266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67 nice 1 [nais] adj.精密的；美好的；细微的；和蔼的 n.(Nice)人名；(英)尼斯

268 noticed 1 ['nəʊtɪst] v. 注意，通知，留意（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69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270 objects 1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
271 occur 1 [ə'kə:] vi.发生；出现；存在

272 occurring 1 [ə'kə:riŋ] n.事件；事故；事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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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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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onset 1 ['ɔnset, 'ɔ:n-] n.开始，着手；发作；攻击，进攻

276 organize 1 ['ɔ:gənaiz] vt.组织；使有系统化；给予生机；组织成立工会等 vi.组织起来；成立组织

277 organized 1 ['ɔ:gənaizd] adj.有组织的；安排有秩序的；做事有条理的 v.组织（organize的过去分词）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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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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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pattern 1 ['pætən] n.模式；图案；样品 vt.模仿；以图案装饰 vi.形成图案

281 permitted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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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3 plastics 1 ['plæstiks] n.塑料；整形外科；外科修补术

284 playful 1 ['pleiful] adj.开玩笑的；幽默的；爱嬉戏的

285 pod 1 [pɔd] n.蚕茧；豆荚 vi.结豆荚 vt.从豆荚中剥出 n.(Pod)人名；(罗)波德

286 pods 1 abbr.资料库系统规则（PrinciplesofDatabaseSystems）

287 policies 1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 lː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288 portion 1 ['pɔ:ʃən, 'pəu-] n.部分；一份；命运 vt.分配；给…嫁妆

289 predict 1 [pri'dikt] vt.预报，预言；预知 vi.作出预言；作预料，作预报

290 presidents 1 [p'rezɪdənts] n. 总统

291 press 1 [pres] vt.压；按；逼迫；紧抱 vi.压；逼；重压 n.压；按；新闻；出版社；[印刷]印刷机 n.(Press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292 pretty 1 adj.漂亮的；可爱的；优美的 adv.相当地；颇 n.有吸引力的事物（尤指饰品）；漂亮的人 n.Pretty，普雷蒂（人名）

293 quick 1 [kwik] n.核心；伤口的嫩肉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，敏捷的；灵敏的 adv.迅速地，快 n.(Qui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芬)奎
克

294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95 reducing 1 英 [rɪ'djuːsɪŋ] 美 [rɪ'duːsɪŋ] n. 减低；还原；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96 relationships 1 [rɪ'leɪʃnʃɪps] 关系[式]

297 remember 1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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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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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300 researches 1 ['riː sətʃiː s] n. 研究；调查 名词research的复数形式.

301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302 runs 1 [rʌnz] n.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；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.

303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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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305 scientist 1 ['saiəntist] n.科学家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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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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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309 shapes 1 [ʃeɪp] n. 形状；形式；身材；定形 vt. 塑造；定形；使 ... 成形

310 share 1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
311 shared 1 英 [ʃeəd] 美 [ʃerd] adj. 共享的；共用的 v. 分享，共享；分配；共有（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12 sick 1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
313 significant 1 [sig'nifikənt] adj.重大的；有效的；有意义的；值得注意的；意味深长的 n.象征；有意义的事物

314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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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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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sources 1 英 [sɔː s] 美 [sɔː rs] n. 来源；发源地；原始资料 v. 从...获得

318 spreads 1 [spred] v. 传播；展开；散布；铺开；伸展；涂撒 n. 范围；传播；差额；幅度；盛宴

319 States 1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320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321 strain 1 n.张力；拉紧；负担；扭伤；血缘 vi.拉紧；尽力 vt.拉紧；滥用；滤去；竭力 n.(Strain)人名；(英)斯特兰 n.（植物、动
物的）品种；种类

322 stress 1 [stres] n.压力；强调；紧张；重要性；重读 vt.强调；使紧张；加压力于；用重音读 n.(Stress)人名；(意)斯特雷斯

323 studying 1 ['stʌdi] n. 研究；学习；学科；书房；(绘画或文学)习作；练习曲；沉思；记忆力…的人；台词记得…的人 v. 研究；
学习；读书；仔细观察；努力

324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25 tail 1 [teil] n.尾巴；踪迹；辫子；燕尾服 vt.尾随；装上尾巴 vi.跟踪；变少或缩小 adj.从后面而来的；尾部的

326 talking 1 ['tɔ:kiŋ] adj.说话的，多嘴的；有表情的 n.讲话，谈论 v.谈论；讲话（talk的ing形式） n.(Talking)人名；(英)托金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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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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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331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332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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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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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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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traffic 1 ['træfik] n.交通；运输；贸易；[通信]通信量 vt.用…作交换；在…通行 vi.交易，买卖

338 transferred 1 [t'rænsfɜːd] v. 转移；移动；迁移 vbl. 转移；迁移；转让

339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340 typical 1 ['tipikəl] adj.典型的；特有的；象征性的

341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342 understanding 1 [,ʌndə'stændiŋ] n.谅解，理解；理解力；协议 adj.了解的；聪明的；有理解力的 v.理解；明白（understand的ing
形式）

343 us 1 pron.我们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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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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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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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Virginia 1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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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8 viruses 1 ['vaɪərəsɪz] n. 病毒 名词virus的复数形式.
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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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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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wake 1 vi.醒来；唤醒；警觉 vt.叫醒；激发 n.尾迹；守夜；守丧 n.(Wake)人名；(英)韦克

352 want 1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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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washed 1 [wɔʃt] adj.洗过的 v.洗，洗涤（wash的过去分词）

355 way 1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
356 weak 1 [wi:k] adj.[经]疲软的；虚弱的；无力的；不牢固的

357 weaken 1 ['wi:kən] vt.减少；使变弱；使变淡 vi.变弱；畏缩；变软弱

358 weakened 1 ['wiː kən] v. 使 ... 弱，削弱； 变弱； 弄淡

359 weakening 1 n.弱化；疲软；衰减 v.削弱（weaken的ing形式）

360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361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62 west 1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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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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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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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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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8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69 worse 1 [wə:s, 'wə:s] adj.更坏的；更差的；更恶劣的（bad的比较级）；（病情）更重的（ill的比较级） adv.更糟；更坏；更恶劣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370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371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72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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