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8-22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Scientists Model an Ancient
Shark Able to Eat Whales in a Few Bit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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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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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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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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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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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vances 1 [əd'vaː nsɪz] n. 接近；主动姿态（名词advance的复数形式） v. 前进，进展（动词advan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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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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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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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2 ancient 3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13 and 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4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5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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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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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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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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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21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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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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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become 3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25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26 Belgium 1 ['beldʒəm] n.比利时（西欧国家，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）

27 big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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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igger 1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
29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30 bites 2 [baɪt] v. 咬；叮；蜇 n. 咬；一口；(被咬的)伤痕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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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ones 3 英 [bəʊnz] 美 [boʊnz] n. 骨骼 名词bone的复数形式.

33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34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35 bus 1 [bʌs] n.公共汽车 乘公共汽车

36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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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artilage 2 ['kɑ:tilidʒ] n.软骨

38 Catalina 1 [,kætə'li:nə] n.远程轰炸机 n.(Catalina)人名；(法、西)卡塔利娜；(英)卡塔莉娜

39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40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除；
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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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42 c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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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3 collected 1 [kə'lektid] adj.镇定的；收集成的 v.收集；聚集（collect的过去式）

44 collection 1 [kə'lekʃən] n.采集，聚集；[税收]征收；收藏品；募捐

45 could 4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46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47 creature 2 ['kri:tʃə] n.动物，生物；人；创造物

48 creatures 1 ['kriː tʃəz] n. 生物（creature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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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51 dimensional 1 [di'menʃənəl, dai-] adj.空间的；尺寸的

52 distant 1 adj.遥远的；冷漠的；远隔的；不友好的，冷淡的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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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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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ear 1 [iə] n.耳朵；穗；听觉；倾听 vi.（美俚）听见；抽穗 n.(Ear)人名；(柬)伊

56 ease 1 [i:z] vt.减轻，缓和；使安心 n.轻松，舒适；安逸，悠闲 vi.减轻，缓和；放松；灵活地移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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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eaten 1 [英 [ˈi:tn] 美 [ˈitn] v.吃（ea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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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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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estimate 1 ['estimeit] vi.估计，估价 n.估计，估价；判断，看法 vt.估计，估量；判断，评价

62 estimated 2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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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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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faster 1 ['fa:stə] adj.更快的 adv.更快地 n.(Faster)人名；(德、捷)法斯特

66 feed 1 [fi:d] vt.喂养；供给；放牧；抚养（家庭等）；靠…为生 vi.吃东西；流入 n.饲料；饲养；（动物或婴儿的）一餐

67 few 2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68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69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70 fis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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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72 flexible 1 ['fleksibl] adj.灵活的；柔韧的；易弯曲的

73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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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fossil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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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fossilize 1 ['fɔsilaiz] vt.使成化石；使陈腐 vi.变成化石；变陈腐；使过时或固定不变；搜集（或发掘）化石标本

77 fossils 2 ['fɒslz] 化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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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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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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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gottfried 2 n. 戈特弗里德

82 great 2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83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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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4 hand 1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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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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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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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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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89 hi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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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historical 1 [his'tɔrikəl] adj.历史的；史学的；基于史实的

91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92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93 hunters 1 n. 亨特斯(在美国；西经 118º12' 北纬 48º09')

94 Hutchinson 2 n.哈钦森（英国植物学家）

95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96 imagination 1 [i,mædʒi'neiʃən] n.[心理]想象力；空想；幻想物

97 i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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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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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interesting 1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
100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01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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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04 john 3 [dʒɔn] n.厕所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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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jump 1 [dʒʌmp] n.跳跃；暴涨；惊跳 vt.跳跃；使跳跃；跳过；突升 vi.跳跃；暴涨；猛增 n.(Jump)人名；(英)江普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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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killer 1 ['kilə] n.杀手；致死；止痛药；宰杀的器具；断路器 n.(Killer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基勒

109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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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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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leap 2 [li:p] vi.跳，跳跃 n.飞跃；跳跃 vt.跳跃，跳过；使跃过 n.(Leap)人名；(法)莱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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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115 lived 3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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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7 maddie 1 n. 玛迪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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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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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matching 1 ['mætʃiŋ] adj.相配的；一致的；相称的 n.匹配 v.使…相配（match的ing形式）

121 material 1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
122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23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124 Megalodon 11 [电影] 前狂鲨

125 meters 2 英 ['miː tə(r)] 美 ['miː 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
126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127 Michigan 1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
128 mill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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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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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mineralized 1 ['mɪnərə̩ lɑɪzd] v. 矿化 adj. 矿藏丰富的 动词mineral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31 model 2 ['mɔdəl] n.模型；典型；模范；模特儿；样式 vt.模拟；塑造；模仿 vi.做模型；做模特儿 adj.模范的；作模型用的 n.
(Model)人名；(德、俄、英)莫德尔

132 models 1 ['mɒdlz] n. 模范；模特儿；模型（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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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35 mouth 2 [mauθ] n.口，嘴；河口 vt.做作地说，装腔作势地说；喃喃地说出 vi.装腔作势说话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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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museum 2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138 nose 2 [nəuz] n.鼻子；嗅觉；突出的部分；探问 vt.嗅；用鼻子触 vi.小心探索着前进；探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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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nothing 1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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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oceans 3 ['əʊʃnz] n. 大洋

143 of 1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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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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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147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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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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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50 outer 1 ['autə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远离中心的 n.环外命中

151 paintings 1 ['peɪntɪŋz] n. 绘画作品；绘画艺术 名词painting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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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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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picture 1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
155 pimiento 3 [pim'jentəu] n.辣椒；红色柿子椒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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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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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public 1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159 published 2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160 rare 2 adj.稀有的；稀薄的；半熟的 adj.杰出的；极度的；非常好的 adv.非常；极其 vi.用后腿站起；渴望

161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162 reasonable 1 ['ri:zənəbl] adj.合理的，公道的；通情达理的

163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164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65 recreate 2 ['rekrieit, -kri:-] vi.娱乐；消遣 vt.再创造；使得到娱乐/消遣

166 remains 2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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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169 researchers 5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170 rest 1 [rest] vt.使休息，使轻松；把…寄托于 n.休息，静止；休息时间；剩余部分；支架 vi.休息；静止；依赖；安置 n.(Rest)人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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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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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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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175 scientific 1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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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sculptures 1 英 ['skʌlptʃə(r)] 美 ['skʌlptʃər] n. 雕塑；雕刻 v. 雕刻；雕塑；刻蚀；当雕刻师

178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179 shark 4 [ʃɑ:k] n.鲨鱼；骗子 vi.诈骗 vt.敲诈

180 sharks 2 英 [ʃɑːk] 美 [ʃɑ rːk] n. 鲨鱼 n. 贪婪的人；放高利贷的人；老手 v. 诈取；诈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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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183 size 2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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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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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soft 1 [sɔft, sɔ:ft] adj.软的，柔软的；温柔的，温和的；软弱的；笨的 adv.柔软地；温和地 n.柔性；柔软的东西；柔软部分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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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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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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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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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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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stomach 1 ['stʌmək] n.胃；腹部；胃口 vt.忍受；吃下 vi.忍受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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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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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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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198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9 superpredator 1 ['suːpərprɪdətə] n. 超级破坏者

200 swimmer 1 ['swimə] n.游泳者

201 swimming 1 ['swimiŋ] n.游泳；目眩 adj.游泳的；游泳用的；善于游泳的；晕眩的 v.游泳；漂浮；旋转（swim的ing形式）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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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teeth 2 [ti:θ] n.牙齿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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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t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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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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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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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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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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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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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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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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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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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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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tons 1 [tʌnz] ad. [口]极其；非常

217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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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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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traveled 1 ['trævəld] adj.富有旅行经验的；旅客多的；旅客使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过去分词）

220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21 used 3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22 valuable 1 ['væljuəbl] adj.有价值的；贵重的；可估价的 n.贵重物品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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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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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26 weighed 1 [weɪ] v. 衡量；称(重量)；重达 ...

227 whale 1 [hweil] vt.猛揍；使惨败 vi.捕鲸 n.鲸；巨大的东西 n.(Whale)人名；(英)惠尔

228 whales 1 n.鲸鱼（whale的复数） v.捕鲸（wha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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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31 white 2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232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33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234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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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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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writer 2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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