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6-13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Scientists_ Ancient Giraffe
Family Developed Long Neck for Fighting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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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bsorb 1 [əb'sɔ:b, -'zɔ:b] vt.吸收；吸引；承受；理解；使…全神贯注

3 ac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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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dapt 1 [ə'dæpt] vt.使适应；改编 vi.适应

5 adapted 2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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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8 African 1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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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longside 1 [ə'lɔŋ'said] adv.在旁边 prep.在……旁边

11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2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3 ancestor 2 ['ænsestə] n.始祖，祖先；被继承人

14 ancient 4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15 and 1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6 animal 7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7 animals 3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18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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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tlers 1 ['æntləz] n. 鹿角 名词antler的复数形式.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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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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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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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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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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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te 1 [et,eit] v.吃（eat的过去式）

26 bear 1 vt.结果实，开花（正式） vt.忍受；承受；具有；支撑 n.熊 n.(Bear)人名；(英)贝尔

27 bears 1 [beəz] n. 熊；卖空者 名词bear的复数形式. 动词bear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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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ehavior 1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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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etter 2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32 between 3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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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one 2 [英[bəʊn] 美[bon]] n.骨；骨骼 vt.剔去...的骨；施骨肥于 vi.苦学；专心致志 n.(Bone)人名；(英)博恩；(法、西、罗、塞)博
内；(老)奔

35 bones 7 英 [bəʊnz] 美 [boʊnz] n. 骨骼 名词bone的复数形式.

36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37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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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utting 2 ['bʌtiŋ] n.[建]对接；边界；用头撞人（犯规动作） v.[建]对接（butt的ing形式）；冲撞；抵触 n.(Butting)人名；(德)布廷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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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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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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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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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43 cats 1 [kæts] abbr.高级电视研究中心（CentreforAdvancedTelevisionStudies）；计算机自动测试系统
（ComputerAutomatedTestSystem）；通信和跟踪系统（CommunicationsandTrackingSystem）；综合分析试验系统
（ComprehensiveAnalyticalTestSystem） n.(Cats)人名；(荷)卡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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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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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hinese 1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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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9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
50 competitions 3 竞赛

51 complex 1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52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53 crashes 1 [kræʃ] v. 撞击；坠毁；发出巨响；崩溃；破产；<俚>宿夜 n. 轰隆声；猛撞；崩溃；暴跌；垮台；粗布 adj. 速成的

54 creature 3 ['kri:tʃə] n.动物，生物；人；创造物

55 deer 1 [diə] n.鹿 n.(Deer)人名；(英)迪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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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desert 1 ['dezət] vt.遗弃；放弃；逃跑 vi.遗弃；开小差；逃掉 n.沙漠；荒原；应得的赏罚 adj.沙漠的；荒凉的；不毛的

58 developed 2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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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developments 1 [dɪ'veləpmənts] n. 建设；发展；开发区 名词development的复数形式.

61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62 direct 1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关系

63 disc 1 [disk] n.圆盘，[电子]唱片（等于disk） vt.灌唱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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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distant 1 adj.遥远的；冷漠的；远隔的；不友好的，冷淡的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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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dog 1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
68 driven 1 adj.被动的，受到驱策的；有紧迫感的；（人）发愤图强的 v.驾驶，开车（drive的过去分词）

69 dunham 1 n.(Dunham)人名；(英)邓纳姆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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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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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early 3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73 eat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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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4 elephants 1 ['elifənts] n.大象（elephant的复数）

75 elongation 1 [,i:lɔŋ'geiʃən, i,lɔŋ-] n.伸长；伸长率；延伸率；延长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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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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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evolutionary 1 [,i:və'lu:ʃənəri] adj.进化的；发展的；渐进的

80 evolved 1 [ɪ'vɒlvd] adj. 进化的 动词e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81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82 explained 2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
83 extreme 1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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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85 famil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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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female 2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87 females 1 ['fiː meɪlz] 女性

88 fighting 2 ['faitiŋ] adj.战斗的；好战的；适于格斗的 n.战斗，搏斗 v.奋斗（fight的ing形式）；打仗；与…进行拳击

89 fights 1 [faɪt] n. 战斗；打架；斗志 vt. 打架；对抗 vi. 奋斗；斗争；争吵

90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91 footprint 1 ['futprint] n.足迹；脚印

92 for 1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93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94 fossi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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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fossils 2 ['fɒslz] 化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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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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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functions 1 ['fʌnkʃənz] n. 函数；功能 名词function的复数形式.

99 giraffe 13 n.长颈鹿

100 giraffes 2 英 [dʒə'rɑ fː] 美 [dʒə'ræf] n. 长颈鹿

101 grasses 1 ['grɑːsɪz] n. 禾本科植物 名词grass的复数.

102 Grasslands 1 n.[畜牧]草原；大草原（grassland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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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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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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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7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08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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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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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head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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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heads 1 [hedz] adj.正面朝上的 n.(Heads)人名；(英)黑兹

112 helpful 1 ['helpful] adj.有帮助的；有益的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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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hitting 1 [hɪtɪŋ] n. 命中 动词h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15 horn 2 [hɔ:n] n.喇叭，号角；角 vt.装角于 n.(Horn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捷、罗、波、芬、希、瑞典)霍恩；(法)奥尔恩；(柬)洪

116 horned 1 [hɔ:nd] adj.有角的；角状的 v.截短…的角（ho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17 horns 1 ['hɔː nz] n. 角；喇叭；门窗框突角 名词horn复数形式.

118 horses 1 ['hɔː sɪz] n. 马（名词horse的复数形式） v. 骑马；捉弄（动词hors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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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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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hyenas 1 n. 土狼（hyena的复数形式）

122 idea 2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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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impact 2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
125 in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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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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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7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28 independently 1 [,indi'pendəntli] adv.独立地；自立地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29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130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31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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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jin 1 [dʒin] n.（汉语）斤（重量单位）；神灵（等于jinni） n.(Jin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仁；(英)吉恩

134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135 joints 1 [dʒɔɪnt] adj. 联合的；共同的；连带的；合资的 n. 关节；接头；接合处；接缝；夜总会 v. 贴合；连接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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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killing 1 ['kiliŋ] adj.杀害的；迷人的；使人筋疲力尽的 n.杀戮；谋杀；猎获物 v.杀死；消磨；毁掉（kill的ing形式） n.(Killing)人
名；(德)基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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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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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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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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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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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leaves 1 [li:vz] n.树叶；花瓣（leaf的复数） v.离开（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45 legs 1 ['leɡz] n.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.

146 lengthening 3 [ləŋkθəniŋ] v.延长（lengthen的ing形式）；使加长；放长

147 lik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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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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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lived 4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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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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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long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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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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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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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males 6 ['meɪlz] n. 壮丁；男人 名词male的复数形式.

156 mammal 2 ['mæməl] n.[脊椎]哺乳动物

157 mammalian 1 [mæ'meiliən] adj.哺乳类动物的 n.哺乳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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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mates 3 [meɪt] n. 配偶；伙伴；同事 vt. 使 ... 配对；使 ... 一致 vi. 交配

160 mating 1 ['meitiŋ] n.（动物等的）交配，交尾；配套；（植物等的）杂交 v.交配；使配对；使紧密配合（mate的现在分词）

161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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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63 member 2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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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Meng 3 中国姓氏孟、蒙的音译

166 meters 3 英 ['miː tə(r)] 美 ['miː 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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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millions 2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169 Miocene 1 ['maiəusi:n] adj.第三纪中新世的 n.第三纪中新世

170 modern 4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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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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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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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neck 17 [nek] n.脖子；衣领；海峡 vi.搂著脖子亲吻；变狭窄 vt.使变细；与…搂著脖子亲吻 n.(Neck)人名；(德、意、英)内克

174 necked 1 [nekt] adj.收缩的；变窄的 v.变细；与…亲嘴；宰杀（neck的过去分词）

175 necking 1 ['nekiŋ] n.柱颈；柱头；搂脖子接吻 v.变细；使变窄（neck的现在分词）

176 necks 3 [nek] n. 颈；脖子 v. 搂着脖子亲吻；（使）变窄

177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78 northwestern 1 [,nɔ:θ'westən] adj.来自西北的；西北方的；在西北部的

179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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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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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183 offering 1 ['ɔfəriŋ, 'ɔ:-] n.提供；祭品；奉献物；牲礼 v.提供（offer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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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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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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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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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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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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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
192 perio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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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pigs 1 n.猪（pig的复数）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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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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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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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7 polar 1 ['pəulə] adj.极地的；两极的；正好相反的 n.极面；极线 n.(Polar)人名；(德、西)波拉尔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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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200 predator 1 ['predətə] n.[动]捕食者；[动]食肉动物；掠夺者

201 predators 1 [p'redətəz] 食虫动物

202 preys 1 [preɪ] n. 牺牲者；被掠食者，猎物 vi. 掠夺；捕食；使 ... 苦恼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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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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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purpose 1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
206 qi 1 [tʃi:] abbr.质量指标（QualityIndex）

207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208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09 refuse 1 [ri'fju:z, ri:-] n.垃圾；废物 vt.拒绝；不愿；抵制 vi.拒绝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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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represents 1 [ˌreprɪ'zent] vt. 表现；表示；描绘；代表；象征；说明；阐明 vi. 提出异议

212 request 1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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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researchers 3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214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15 rhinos 1 英 ['raɪnəʊ] 美 ['raɪnoʊ] n. (非正式）犀牛 n. <俚> 钱； 现金

216 rock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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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round 1 [raund] n.圆；循环；一回合；圆形物 adj.圆的；完全的；大概的；肥胖的 adv.在周围；迂回地；朝反方向；挨个 vt.完
成；围捕；绕行；弄圆 vi.进展；变圆；环行；发胖 prep.附近；绕过；大约；在…周围 n.(Round)人名；(英)朗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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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saber 1 ['seibə] n.军刀；佩剑；骑兵 vt.用马刀砍或杀 n.(Saber)人名；(法)萨贝；(阿拉伯)萨比尔

220 Sahara 1 [sə'hɑ:rə; -'heə-] n.撒哈拉沙漠（位于非洲北部）；荒野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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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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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224 scientists 3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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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227 serve 1 [sə:v] vt.招待，供应；为…服务；对…有用；可作…用 vi.服役，服务；适合，足够；发球；招待，侍候 n.发球，轮到发
球 n.(Serve)人名；(法)塞尔夫

228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229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230 shaped 1 [ʃeipt] adj.合适的；成某种形状的；有计划的 vt.发展；成形（shape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

231 shi 1 (=severe head injury) 严重头部伤

232 shorter 1 ['ʃɔ:tə] adj.较短的；更短的；更矮的（short的比较级） n.(Shorter)人名；(英)肖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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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235 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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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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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skull 3 [skʌl] n.头盖骨，脑壳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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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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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solidly 1 ['sɔlidli] adv.坚固地；坚硬地；团结一致地

242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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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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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245 specialized 1 ['speʃəlaizd] adj.专业的；专门的 v.专攻（specialize的过去分词）；使…专门化；详细说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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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speed 1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
繁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248 stories 1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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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stretching 1 ['stretʃɪŋ] n. 拉伸 动词stretch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51 strike 1 [straik] vi.打，打击；罢工；敲，敲击；抓；打动；穿透 vt.打，击；罢工；撞击，冲击；侵袭；打动；到达 n.罢工；打
击；殴打 n.(Strike)人名；(英)斯特赖克

252 strong 2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253 structure 2 ['strʌktʃə] n.结构；构造；建筑物 vt.组织；构成；建造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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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255 such 3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56 suggest 1 vt.提议，建议；启发；使人想起；显示；暗示

257 suited 1 ['sju:tid] adj.合适的 v.适合（suit的过去分词）

258 supported 1 [sə'pɔː tɪd] adj.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59 tall 3 [tɔ:l] adj.高的；长的；过分的；夸大的 adv.夸大地 n.(Tall)人名；(马里、阿拉伯)塔勒；(芬、罗、瑞典)塔尔；(英)托尔；
(土)塔勒

260 tallest 1 ['tɔː lɪst] adj. 最高的

261 tha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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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the 3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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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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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66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67 thick 3 [θik] n.最拥挤部分；活动最多部分；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.厚的；浓的；粗大的 adv.密集地；浓浓地，厚厚地 n.
(Thick)人名；(英)西克

268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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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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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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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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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to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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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74 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275 took 2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76 toothed 1 [tu:θt, tu:ðd] adj.有齿的；锯齿状的；凛冽的 v.装齿；使成锯齿状；咬合（tooth的过去分词）

277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278 traditional 2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279 tree 1 [tri:] n.树；木料；树状物 vt.把...赶上树 vi.爬上树；逃上树 n.(Tree)人名；(英)特里

280 trees 1 [triː 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的复数形式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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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useful 1 ['ju:sful] adj.有用的，有益的；有帮助的

283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84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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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violently 1 ['vaiələntli] adv.猛烈地，激烈地；极端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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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Wang 3 [wang] n.王（姓氏）；王安电脑公司

288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89 weapons 1 n.武器（weapon的复数）；武装切换；斗争工具 v.武装（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290 well 2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291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92 which 4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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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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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win 1 vt.赢得；在…中获胜 vi.赢；获胜；成功 n.赢；胜利 n.(Win)人名；(德、荷、缅)温；(英)温(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)

297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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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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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9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00 writer 2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301 xinjiang 1 新疆(位于中国西北部)

302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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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