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5-31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Study Shows Chimps Share
Complex Communication System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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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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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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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5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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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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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10 amongst 1 [ə'mʌŋst] prep.在…之中；在…当中（等于among）

11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2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3 ancestor 2 ['ænsestə] n.始祖，祖先；被继承人

14 and 1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5 animal 4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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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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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ppeared 2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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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21 bark 2 [bɑ:k] n.树皮；深青棕色；毛皮；皮肤；狗叫 vt.狗叫；尖叫；剥皮 n.(Bark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捷、法、芬、瑞典)巴
克；(阿拉伯、俄)巴尔克

22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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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26 beginnings 1 n. 开始，开端（beginning的复数）；早期

27 behavioral 1 [bi'heivjərəl] adj.行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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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onobos 1 n.倭黑猩猩 (bonobo的变形)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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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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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c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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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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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calls 7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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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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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chimpanzee 2 [,tʃimpən'zi:] n.[脊椎]黑猩猩

39 chimpanzees 8 n. 黑猩猩属

40 chimps 1 n.（非洲）黑猩猩( chimp的名词复数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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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losest 1 [k'ləʊsɪst] adj. 最靠近的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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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ombined 1 [kəm'baind] adj.结合的；[数]组合的 v.使结合；联合（combine的过去分词）

44 common 2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45 communicate 1 vi.通讯，传达；相通；交流；感染 vt.传达；感染；显露

46 communication 6 n.通讯，[通信]通信；交流；信函

47 communications 1 英 [kəmjuːnɪ'keɪʃ(ə)nz] 美 [kə̩ mjuːnɪ'keɪʃənz] n. 通信技术；通讯设备 名词communication的复数形式.

48 complex 3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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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deeper 1 ['diː pə] adj. 更深 形容词deep的比较级形式.

51 descended 1 [di'sendid] adj.出身于...的；从一个祖先传下来的

52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3 detail 1 ['di:teil, di'teil] n.细节，详情 vt.详述；选派 vi.画详图

54 determined 1 [di'tə:mind] adj.决定了的；坚决的 v.决定；断定（determine的过去分词）

55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56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57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58 different 3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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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Dric 1 =Defense Research Information Centre 国防研究情报中心([英]MOD)

61 dunham 1 n.(Dunham)人名；(英)邓纳姆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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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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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evolutionary 2 [,i:və'lu:ʃənəri] adj.进化的；发展的；渐进的

65 experiments 1 [ɪk'sperɪmənt] n. 试验；实验；尝试 vi. 尝试；做实验

66 explore 1 [ik'splɔ:] vt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 vi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

67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68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69 for 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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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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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74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75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76 Girard 5 n.(Girard)人名；(英、德)吉拉德；(西)希拉尔德；(法)吉拉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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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79 grunt 3 [grʌnt] n.咕哝；呼噜声 vi.作呼噜声；发哼声 vt.咕哝着说 n.(Grunt)人名；(俄、捷、英)格伦特

80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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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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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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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84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85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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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87 home 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88 hoo 1 [hu:] int.呼！（表示高兴，轻蔑，赞同，激动等） n.(Hoo)人名；(中)胡(广东话·威妥玛)

89 hoot 2 [hu:t] n.鸣响；嘲骂声；汽笛响声 vi.鸣响；大声叫嚣 vt.轰赶；呵斥 n.(Hoot)人名；(芬)霍特

90 human 3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91 humans 2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92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93 ideas 1 观念

94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95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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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7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98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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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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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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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ivory 1 ['aivəri] n.象牙；乳白色；长牙 adj.乳白色的；象牙制的 n.(Ivory)人名；(英)艾沃里

104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105 kinds 2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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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language 5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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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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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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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lip 1 [lip] n.嘴唇；边缘 vt.以嘴唇碰 adj.口头上的 vi.用嘴唇 n.(Lip)人名；(法)利普；(中)猎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利；(东南亚国家
华语)立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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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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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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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6 mad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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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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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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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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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matches 1 ['mætʃɪz] n. 火柴 名词match的复数形式.

121 meaning 1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
122 meanings 3 ['miː nɪŋz] n. 含义 名词meaning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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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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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126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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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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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)莫雷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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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129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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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non 2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132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33 of 2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34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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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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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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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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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140 orders 2 英 ['ɔː də(r)] 美 ['ɔː rdər] n. 顺序；条理；订单；命令；秩序；阶层；[生]目；点的东西 v. 命令；定购；调整；整理；点餐；
预定，订货

141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42 pant 4 [pænt] vi.喘息；渴望；气喘吁吁地说出某事 vt.气喘 n.气喘；喘息；喷气声 n.(Pant)人名；(印、尼、捷、英)潘特

143 panted 4 [pænt] n. 喘息；悸动 vt. 气喘吁吁地说 vi. 渴望；喘息 (复数）pants：n.裤子

144 park 2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
145 past 2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146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47 perhaps 1 adv.或许；（表示不确定）也许；（用于粗略的估计）或许；（表示勉强同意或其实不赞成）也许；可能 n.假定；
猜想；未定之事

148 pers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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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phrases 1 [freɪz] n. 短语；习语；措辞；[音]乐句 vt. 措词；将(乐曲)分成乐句

150 pictures 1 ['pɪktʃəz] n.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.

151 plant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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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2 playback 2 ['pleibæk] n.[电视][广播]重放；录音重放装置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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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possible 2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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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produced 2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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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159 raspberry 1 ['rɑ:zbəri, 'ræ-] n.覆盆子；舌头放在唇间发出的声音；（表示轻蔑，嘲笑等的）咂舌声 n.(Raspberry)人名；(英)拉斯伯
里

160 reaction 1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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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recordings 1 n.记录( recording的名词复数 ); 录音; 录像; 唱片

163 relatives 1 [relə'tɪvz] n. 亲戚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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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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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66 researchers 7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167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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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roar 1 [rɔ:] n.咆哮；吼；轰鸣 vi.咆哮；吼叫；喧闹 vt.咆哮；呼喊；使……轰鸣 n.(Roar)人名；(挪)罗阿尔

169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70 Russell 2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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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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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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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scream 2 [skri:m] vi.尖叫；呼啸；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；令人触目惊心 vt.尖声喊叫；大叫大嚷着要求 n.尖叫声；尖锐刺耳的声
音；极其滑稽可笑的人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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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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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sentences 1 ['sentəns] n. 句子；判决 vt. 宣判；判决

178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
179 sequences 4 ['siː kwəns] n. 顺序；连续；次序；一系列 vt. 按顺序排好

180 sh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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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182 shows 2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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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185 situations 1 [sɪtʃ'ʊeɪʃnz] 现状

186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187 smack 1 [smæk] n.滋味；少量；海洛因；风味 vt.掴；用掌击 vi.用掌击；带有…风味 adv.猛然；直接地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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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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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soun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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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sounds 2 ['saʊndz] n. 声音，响声（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） v. 听起来；感觉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发音（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
形式）

193 split 1 [split] vt.分离；使分离；劈开；离开；分解 vi.离开；被劈开；断绝关系 n.劈开；裂缝 adj.劈开的

194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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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study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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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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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surrounding 1 [sə'raundiŋ] adj.周围的，附近的 n.环境，周围的事物

199 suspected 1 英 [səs'pektɪd] 美 [sə'spektɪd] adj. 可疑的；嫌疑的 动词su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00 suspicions 1 [sə'spɪʃn] n. 猜疑；怀疑

201 syntax 2 ['sintæks] n.语法；句法；有秩序的排列

202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03 ta 1 [tɑ:] abbr.助教（teachingassistant）；正切角（TangentAngle）；顶部攻击（TopAttack）；技术援助（technicalassistance）；
公差表

204 taught 1 [tɔ:t] v.教授（teach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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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ten 1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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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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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the 4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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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0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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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12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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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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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to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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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16 togeth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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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tools 1 [tu lː] n. 工具，用具（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）；器具

218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(英)特沃德

219 tropical 1 ['trɔpikəl] adj.热带的；热情的；酷热的

220 types 2 ['taɪps] n. 类型 v.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.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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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2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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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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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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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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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vocal 2 adj.歌唱的；声音的，有声的 adj.直言不讳的 n.声乐作品；元音 n.Vocal)人名；(西)博卡尔

227 vocalization 3 [,vəukəlaizeiʃən, -li'z-] n.发声，发音；发声法

228 voice 1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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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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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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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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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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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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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237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38 whimper 1 ['hwimpə] n.呜咽声；啜泣声；牢骚；怨声 vi.呜咽；啜泣；低声抱怨 vt.呜咽着说；啜泣着说

239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40 whom 1 [hu:m, 弱 hum] pron.谁（who的宾格）

241 wider 1 [waɪdə] adj. 更宽的；更广阔的

242 wil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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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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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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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wor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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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6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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