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6-22 [As It Is] Largest-ever Freshwater Fish Caught in
Cambodia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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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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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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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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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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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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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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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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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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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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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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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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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17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8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9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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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22 beluga 1 [bə'lugə] n.[脊椎]白鲸；白色大鳇鱼

23 bi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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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bluefin 1 ['blʊˌfɪn] n. 金枪鱼

25 breaking 1 ['breikiŋ] n.破坏；阻断 v.破坏（break的ing形式）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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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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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c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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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Cambodia 3 ['kæmbəudiə] n.柬埔寨（位于亚洲）

30 Cambodian 2 [kæm'bəudiən] n.柬埔寨人（高棉人）；柬埔寨语 adj.柬埔寨的；柬埔寨人的；柬埔寨语的

31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32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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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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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catfish 1 ['kætfiʃ] n.鲶鱼

35 caught 6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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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8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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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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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ountry 1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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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
43 dams 1 n. 水坝 名词dam的复数形式. abbr. 防御性反导弹系统(=Defense Against Missiles Systems)

44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45 deep 1 [di:p] n.深处；深渊 adj.深的；低沉的；深奥的 adv.深入地；深深地；迟 n.(Deep)人名；(英)迪普

46 device 2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47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48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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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eggs 1 [egz] n. 蛋；鸡蛋 名词egg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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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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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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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56 extinction 2 n.灭绝；消失；消灭；废止

57 facebook 1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58 fact 2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59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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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fish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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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fisherman 3 ['fiʃəmən] n.渔夫；渔人

63 follow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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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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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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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fourth 1 [fɔ:θ] adj.第四的，第四个的；四分之一的 n.第四，月的第四日；四分之一 num.第四

67 freshwater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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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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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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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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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giant 2 ['dʒaiənt] n.巨人；伟人；[动]巨大的动物 adj.巨大的；巨人般的

73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74 globally 1 adv.全球地；全局地；世界上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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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6 gotten 1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
77 group 3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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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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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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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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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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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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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hogan 6 ['həugən] n.泥盖木屋 n.(Hogan)人名；(西)奥甘；(英)霍根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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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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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hopeful 1 ['həupful] adj.有希望的；有前途的 n.有希望成功的人

89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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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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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2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93 interacts 1 [ˌɪntər'ækt] vi. 相互作用；相互联系；相互影响；互动

94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95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6 i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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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its 5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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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kilograms 2 ['kɪləgræm] 千克； 公斤

100 Lakes 1 [leiks] n.[地理]湖泊，湖畔；[涂料]色淀 n.(Lakes)人名；(德)拉克斯

101 Laos 1 [laus; 'lɑ:əus] n.老挝

102 larg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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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largest 2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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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lay 1 vt.躺下；产卵；搁放；放置；铺放；涂，敷 adj.世俗的；外行的；没有经验的 n.位置；短诗；花纹方向；叙事诗；性伙伴
vi.下蛋；打赌 v.躺；位于（lie的过去式）

106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107 learn 2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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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110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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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long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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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3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114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15 market 1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
116 measure 1 ['meʒə] n.测量；措施；程度；尺寸 vt.测量；估量；权衡 vi.测量；估量

117 measured 1 ['meʒəd] adj.量过的；慎重的；基于标准的；有规则的 v.测量，判断（measure的过去分词）

118 Mekong 6 ['mei'kɔŋ] n.湄公河（位于东南亚）

119 meters 1 英 ['miː tə(r)] 美 ['miː 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
120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21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22 moon 2 [mu:n] n.月亮；月球；月光；卫星 vi.闲荡；出神 vt.虚度 n.(Moon)人名；(瑞典)莫恩；(柬)蒙；(英)穆恩；(缅)孟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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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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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 movements 2 ['muːvmənts] n. 动作

126 moves 1 [muːv] n.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.

127 Myanmar 1 ['mjænmɑ:] n.缅甸（东南亚国家）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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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near 2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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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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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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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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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5 of 1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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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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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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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141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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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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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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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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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photograph 1 ['fəutəgrɑ:f, -græf] vt.为…拍照；使深深印入 vi.拍照；在照片上显得 n.照片，相片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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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planted 1 [plaː ntɪd] adj. 种植的 动词plant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.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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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0 poorly 1 ['puəli, 'pɔ:-] adv.贫穷地；贫乏地；不充分地 adj.身体不舒服的；心情恶劣的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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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previous 1 ['pri:vjəs] adj.以前的；早先的；过早的 adv.在先；在…以前

153 price 1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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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projects 1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156 qualify 1 vt.限定，修饰；使具有资格；证明…合格 vi.取得资格，有资格

157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158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59 record 4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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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releasing 1 [rɪ'liː sɪŋ] n. 释放 动词releas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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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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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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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65 researchers 2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166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67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168 river 3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169 Rivers 2 ['rivə:s] n.里弗斯（人名）；河流州（尼日利亚州名）；河水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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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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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ltwater 1 ['sɔ:lt'wɔ:tə, -wɔ-] adj.盐水的；海产的

173 sa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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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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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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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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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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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180 shape 1 [ʃeip] n.形状；模型；身材；具体化 vt.形成；塑造，使成形；使符合 vi.形成；成形；成长 n.(Shape)人名；(瑞典)沙佩

181 shocked 1 adj. 震惊的 动词sho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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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184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185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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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sold 2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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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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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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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193 spends 1 [s'pendz] n. 开支，花费（spend的复数形式） v. 花费（动词spen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94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95 state 1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196 still 1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197 stingray 5 ['stɪŋreɪ] n. 黄貂鱼；刺鳐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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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stung 1 [stʌŋ] v.刺；螫；使疼痛（sting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

200 stunned 2 [stʌnd] adj.受惊的 v.使震惊；使不知所措（stun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形式）

201 sturgeon 1 ['stə:dʒən] n.鲟鱼 n.(Sturgeon)人名；(英)斯特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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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surprised 1 [sə'praizd] adj.感到惊讶的，出人意料的 v.使惊奇（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204 survive 1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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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207 team 2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208 Thailand 2 ['tailænd; -lənd] n.泰国（东南亚国家名）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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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the 4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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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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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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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thi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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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threatened 1 ['θretənd] adj.受到威胁的 v.威胁（threaten的过去分词）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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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ti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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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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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to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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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0 track 1 [træk] n.轨道；足迹，踪迹；小道 vt.追踪；通过；循路而行；用纤拉 vi.追踪；走；留下足迹

221 tracking 1 ['trækiŋ] n.追踪，跟踪 v.跟踪（track的ing形式）

222 treng 1 德伦

223 tuna 1 ['tju:nə] n.金枪鱼，鲔鱼 n.(Tuna)人名；(葡、匈、捷、土、塞)图纳

224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25 types 1 ['taɪps] n. 类型 v.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.

226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227 understood 1 [,ʌndə'stud] adj.被充分理解的；心照不宣的 v.明白；懂得（understand的过去分词）；熟悉

228 us 1 pron.我们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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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Vietnam 1 n.越南（东南亚国家）

231 visible 1 ['vizəbl] adj.明显的；看得见的；现有的；可得到的 n.可见物；进出口贸易中的有形项目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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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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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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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weighed 2 [weɪ] v. 衡量；称(重量)；重达 ...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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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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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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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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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wonders 1 ['wʌndəz] n. 奇观 wonder的复数形式.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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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4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45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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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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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Zeb 1 n. 泽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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