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6-21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Polar Bears in Greenland
Might Have Found Place to Survive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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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3 adapt 1 [ə'dæpt] vt.使适应；改编 vi.适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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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dded 3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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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8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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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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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2 and 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3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4 animals 4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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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rctic 5 ['ɑ:ktik] adj.北极的；极寒的 n.北极圈；御寒防水套鞋 n.(Arctic)人名；(英)阿克蒂克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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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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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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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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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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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 babies 2 ['beɪbi] n. 婴儿；宝贝儿；孩子气的人 adj. 婴儿的；小型的 vt. 溺爱

24 barely 1 ['bεəli] adv.仅仅，勉强；几乎不；公开地；贫乏地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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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ea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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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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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cause 4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9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30 beth 1 [beiθ, beθ] n.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

31 bett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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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ology 1 [bai'ɔlədʒi] n.（一个地区全部的）生物；生物学

33 borenstein 1 n. 博伦斯坦

34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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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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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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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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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chances 1 英 [tʃɑːns] 美 [tʃæns] n. 可能性；机会；偶然性 v. 偶然发生；碰巧；冒 ... (的险)

39 change 3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40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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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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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2 compares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43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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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
46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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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days 3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49 declines 1 [dɪ'klaɪn] v. 下降；减少；变弱；拒绝；倾斜 n. 衰微；跌落；晚年

50 degrees 1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
51 describe 1 [di'skraib] vt.描述，形容；描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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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disappearing 2 英 [ˌdɪsə'pɪə(r)] 美 [ˌdɪsə'pɪr] vi. 消失；不见；失踪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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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56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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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effectively 1 [i'fektivli] adv.有效地，生效地；有力地；实际上

59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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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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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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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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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65 eve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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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existed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
67 explained 1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
68 females 1 ['fiː meɪlz] 女性

69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70 fewer 2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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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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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74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75 found 3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76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77 freshwater 1 ['freʃ'wɔ:tə] adj.淡水的；无经验的 n.淡水；内河；湖水 n.(Freshwater)人名；(英)弗雷什沃特

78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79 frozen 1 ['frəuzn] adj.冻结的；冷酷的 v.结冰（freeze的过去分词）；凝固；变得刻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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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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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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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genetic 1 [dʒi'netik] adj.遗传的；基因的；起源的

84 genetically 1 [dʒe'netikəli] adv.从遗传学角度；从基因方面

85 genus 1 ['dʒi:nəs] n.类，种；[生物]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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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geographically 1 [dʒiə'græfikəli] adv.在地理上；地理学上

87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88 glacial 1 ['gleisjəl] adj.冰的；冰冷的；冰河时代的

89 g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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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0 Greenland 12 ['gri:nlənd] n.格陵兰（北美东北的一大岛名，属丹麦）

91 grounds 1 [ɡ'raʊndz] n. 木砖 名词ground的复数形式.

92 group 4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93 grows 1 英 [ɡrəʊ] 美 [ɡroʊ] v. 增加；生长；变成；种植；逐渐开始

94 habitat 2 ['hæbitæt] n.[生态]栖息地，产地 n.(Habitat)人名；(德)哈比塔特

95 hang 2 ['hæŋ] vt.悬挂，垂下；装饰；绞死；使悬而未决 vi.悬着，垂下；被绞死；悬而不决 n.悬挂；暂停，中止 n.(Hang)人名；
(罗)汉格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康；(老)汉；(柬)韩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杭

96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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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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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00 healthy 1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
101 helicopter 1 ['helikɔptə] n.[航]直升飞机 vi.[航]乘直升飞机 vt.由直升机运送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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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hundred 1 ['hʌndrəd] n.一百；许多 adj.一百的；许多的 num.百；百个

104 hunt 2 [hʌnt] vt.打猎；搜索 vi.打猎；搜寻 n.狩猎；搜寻 n.(Hunt)人名；(德、瑞典)洪特；(英)亨特；(法)安

105 hunting 1 ['hʌntiŋ] n.打猎；追逐；搜索 adj.打猎的；振荡的 v.狩猎；寻找（hunt的ing形式）；追捕 n.(Hunting)人名；(英)亨廷

106 ice 11 [[ais] n.冰；冰淇淋；矜持；（俚）钻石 vt.冰镇；结冰 vi.结冰 adj.冰的 n.(Ice)人名；(英)艾斯；(法)伊斯

107 icebergs 2 n. 冰山（iceberg的复数形式）

108 icy 1 ['aisi] adj.冰冷的；冷淡的；结满冰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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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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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impossible 1 [im'pɔsəbl] adj.不可能的；不可能存在的；难以忍受的；不真实的 n.不可能；不可能的事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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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3 individuals 2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114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5 isolate 1 ['aisəleit, -lit] vt.使隔离；使孤立；使绝缘 n.[生物]隔离种群 vi.隔离；孤立 adj.隔离的；孤立的

116 isolated 1 ['aisəleitid] adj.孤立的；分离的；单独的；[电]绝缘的 v.使孤立；使绝缘；脱离（isolate的过去分词）

117 i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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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119 ju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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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keep 2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121 kilograms 2 ['kɪləgræm] 千克； 公斤

122 kilometers 2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123 ki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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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kristin 1 n.克莉丝汀（女子名）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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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la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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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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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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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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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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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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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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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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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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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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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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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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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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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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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masses 1 ['mæsɪz] n. 平民；群众

141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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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3 message 1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
144 migh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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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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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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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149 muc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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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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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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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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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154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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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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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north 3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158 northeast 1 [,nɔ:θ'i:st] adj.东北的；向东北的；来自东北的 n.东北 adv.向东北；来自东北

159 not 8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60 oasis 4 [əu'eisis, 'əuəsis] n.绿洲；舒适的地方；令人宽慰的事物 n.(Oasis)人名；(英)奥西斯

161 ocean 1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162 of 2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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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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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o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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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other 8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67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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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overall 1 ['əuvərɔ:l, ,əuvə'rɔ:l] adj.全部的；全体的；一切在内的 adv.全部地；总的说来 n.工装裤；罩衫

170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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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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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172 permanent 1 adj.永久的，永恒的；不变的 n.烫发（等于permanentwave）

173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174 phr 1 ['piː 'etʃ'ɑ rː] n. 照相侦察

175 plac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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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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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plant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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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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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polar 1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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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population 3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182 populations 2 [pɒpjʊ'leɪʃnz] 居群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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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185 project 1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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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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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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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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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91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192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193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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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reproduce 1 [,ri:prə'dju:s] vt.复制；再生；生殖；使…在脑海中重现 vi.复制；繁殖

196 reproducing 1 [ˌreprə'djuːsɪŋ] n. 再制造；再生；复制 动词re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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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199 said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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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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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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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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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scientists 5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04 sea 5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205 seals 1 n.seal的复数形式

206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07 separat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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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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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Seth 1 [seθ] n.赛斯（男子名）

211 Shapiro 3 [ʃə'pirəu] n.夏皮罗（姓氏）

212 s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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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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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·威妥玛)

213 sheet 2 [ʃi:t] n.薄片，纸张；薄板；床单 vt.覆盖；盖上被单；使成大片 vi.成片流动；大片落下 adj.片状的 n.(Sheet)人名；(英)希
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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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shrinking 1 [ʃrɪŋkɪŋ] adj. 畏缩的；犹豫不决的；收缩的 v. 萎缩，收缩（动词shrink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216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17 situation 2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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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smaller 2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220 s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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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22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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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southeast 7 [,sauθ'i:st] adj.东南的；来自东南的 n.东南；东南地区 adv.来自东南

224 speci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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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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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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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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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struggling 1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
229 studied 2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230 study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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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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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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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surrounded 1 [sə'raʊndɪd] adj. 被 ... 环绕着的 动词surrou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

234 survival 1 [sə'vaivəl] n.幸存，残存；幸存者，残存物

235 survive 2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
236 surviving 2 [sə'vaiviŋ] adj.继续存在的；未死的；依然健在的 v.生存（surviv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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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239 tested 1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
240 testing 1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
241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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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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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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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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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46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47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48 thinner 1 adj.较薄的；较瘦的；较细的（thin的比较级） n.（油漆的）稀释剂；冲淡剂；使变稀薄者，加稀料的制漆工

249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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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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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to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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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2 towns 1 n. 汤斯

253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254 type 1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255 unpleasant 1 [,ʌn'plezənt] adj.讨厌的；使人不愉快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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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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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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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usually 2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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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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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63 wat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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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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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weighing 1 ['weɪɪŋ] n. 称(量重)；权衡；权重 动词weig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66 weights 1 [weits] n.[物]重量；[计量]砝码（weight的复数） v.加重量于（weigh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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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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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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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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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whi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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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273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74 wind 1 [[wɪnd] n.风；呼吸；气味；卷绕 vt.缠绕；上发条；使弯曲；吹号角；绕住或缠住某人 vi.缠绕；上发条；吹响号角 n.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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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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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7 writer 2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278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79 years 4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80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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