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9-15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Researchers Study Sea
Creature that Could Live Forever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2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to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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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jellyfish 12 ['dʒelifiʃ] n.水母；[无脊椎]海蜇；软弱无能的人

5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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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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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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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i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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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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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 life 7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2 thi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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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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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its 6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5 Graham 5 ['greiəm] adj.全麦的；粗面粉的；全麦粉制成的 n.(Graham)人名；(塞、瑞典)格拉哈姆

16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7 research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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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8 species 5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19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0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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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 code 4 [kəud] n.代码，密码；编码；法典 vt.编码；制成法典 vi.指定遗传密码 n.(Code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科德

22 genetic 4 [dʒi'netik] adj.遗传的；基因的；起源的

23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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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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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scientists 4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6 stud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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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bility 3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8 able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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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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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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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ac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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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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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cycle 3 ['saikl] n.循环；周期；自行车；整套；一段时间 vt.使循环；使轮转 vi.循环；骑自行车；轮转

34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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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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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immortal 3 [i'mɔ:təl] adj.不朽的；神仙的；长生的 n.神仙；不朽人物

37 known 3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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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larval 3 ['lɑ:vəl] adj.幼虫的；幼虫状态的；潜在的；隐蔽的

39 liv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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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ma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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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42 par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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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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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 researchers 3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45 sea 3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46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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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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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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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aging 2 ['eidʒiŋ] n.老化；陈化，熟化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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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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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53 differences 2 ['dɪfərəns] n.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.

54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55 fin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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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forever 2 [fə'revə] adv.永远；不断地；常常

57 form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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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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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9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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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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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63 little 2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64 l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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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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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6 mapped 2 ['mæpt] 动词ma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67 means 2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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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以)莫雷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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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nickname 2 ['nikneim] n.绰号；昵称 vt.给……取绰号；叫错名字

71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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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only 2 ['əunli] adv.只，仅仅；不料 adj.唯一的，仅有的；最合适的 conj.但是；不过；可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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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sexual 2 ['seksjuəl, -ʃuəl] adj.性的；性别的；有性的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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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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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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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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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trickery 2 ['trikəri] n.欺骗；诡计；奸计

81 understand 2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82 unusual 2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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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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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you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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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academy 1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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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admits 1 [əd'mɪt] vt. 承认；允许进入；给…进入的权利；容纳 vi. 承认；允许进入；允许

89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90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91 aimed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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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94 anoth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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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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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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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99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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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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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103 biologically 1 [baiə'lɔdʒikli] adv.生物学上，生物学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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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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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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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capable 1 ['keipəbl] adj.能干的，能胜任的；有才华的

108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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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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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chromosomes 1 [k'rəʊməsəʊmz] 同源染色体

112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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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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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copying 1 ['kɔpiiŋ] n.复制；誊写；仿形切削 v.复制；抄写（copy的现在分词）

117 cream 1 [kri:m] n.奶油，乳脂；精华；面霜；乳酪

118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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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121 DNA 1 [,di:,en'ei] abbr.脱氧核糖核酸（deoxyribonucleicacid）；（美国）国防部核子局（DefenseNuclearAgency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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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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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door 1 [dɔ:] n.门；家，户；门口；通道 n.(Door)人名；(英)多尔

124 dying 1 ['daiiŋ] adj.临终的，垂死的 n.死，死亡 v.死，死亡；枯萎；失去活力（die的ing形式）

125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126 earned 1 ['ɜːnd] adj. 挣得的；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27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28 ends 1 ['endz] n. 结束；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.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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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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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enters 1 英 ['entə(r)] 美 ['entər] v. 进入 【计算机】送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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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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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136 floor 1 [flɔ:] n.地板，地面；楼层；基底；议员席 vt.铺地板；打倒，击倒；（被困难）难倒

137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138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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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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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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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genes 1 n. 基因（gene的复数形式）；格涅斯（人名）

143 genus 1 ['dʒi:nəs] n.类，种；[生物]属

144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145 goals 1 ['ɡəʊlz] n.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.

146 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
147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148 harvest 1 ['hɑ:vist] n.收获；产量；结果 vt.收割；得到 vi.收割庄稼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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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hey 1 [hei] int.喂！（引起注意等）；你好！（表示问候） n.干草（等于hay） n.(Hey)人名；(法)埃；(柬)海；(德、英)海伊

151 humans 1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152 hyperbolic 1 [,haipə'bɔlik] adj.双曲线的；夸张的

153 immediate 1 [i'mi:diət] adj.立即的；直接的；最接近的

154 insect 1 ['insekt] n.昆虫；卑鄙的人

155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156 instructions 1 n.指令；说明（instruction的复数形式）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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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8 involves 1 英 [ɪn'vɒlv] 美 [ɪn'vɑ lːv] vt. 包含；使忙于；牵涉；使卷入；使陷入

159 issue 1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
160 julie 1 ['dʒu:li] n.朱莉（女子名）

161 ki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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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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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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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length 1 [leŋθ, leŋkθ] n.长度，长；时间的长短；（语）音长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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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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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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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169 lose 1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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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172 manner 1 ['mænə] n.方式；习惯；种类；规矩；风俗 n.(Manner)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曼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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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Maria 1 [riə; 'mεəriə] n.玛丽亚（女名）

175 maturity 1 [mə'tjuəriti] n.成熟；到期；完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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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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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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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9 monty 1 ['mɔnti] n.（澳新口）必定的事物（尤指赛马时必赢的马） n.(Monty)人名；(英)蒙蒂(教名Montague的昵称)

180 mo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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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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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n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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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oceanography 1 [,əuʃiə'nɔgrəfi] n.海洋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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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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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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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organism 1 ['ɔ:gənizəm] n.有机体；生物体；微生物

188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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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overstates 1 英 [ˌəʊvə'steɪt] 美 [ˌoʊvər'steɪt] v. 夸大的叙述；夸张

191 Oviedo 1 [ɔ:'vjedɔ:] n.奥维耶多（西班牙西北部一城市）

192 papers 1 ['peɪpəz] n. 文件；资料；证书 名词paper的复数形式.

193 pascual 1 ['pæskjʊəl] adj. 牧场的 长在牧场的.

194 passes 1 ['paː sɪz] n. 途径；通行 名词pass的复数形式.

195 proceedings 1 [prə'si:diŋz] n.诉讼；行动（proceeding的复数形式）；会议记录；议程

196 processes 1 n.过程；[计]进程（process的复数） v.处理（proces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加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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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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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pursue 1 [pə'sju:, -'su:] vt.继续；从事；追赶；纠缠 vi.追赶；继续进行

200 pursuing 1 英 [pə'sju ]ː 美 [pər'su ]ː v. 追求；追捕；继续执行；从事

201 quesada 1 n. 克萨达

202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203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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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5 relative 1 ['relətiv] adj.相对的；有关系的；成比例的 n.亲戚；相关物；[语]关系词；亲缘植物

206 repairing 1 [ri'peəriŋ] v.修复（repair的ing形式）；修理

207 repeatedly 1 [rɪ'piː tɪdli] adv. 重复地；再三地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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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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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reproduction 1 [,ri:prə'dʌkʃən] n.繁殖，生殖；复制；复制品

211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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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reverse 1 [ri'və:s] n.背面；相反；倒退；失败 vt.颠倒；倒转 adj.反面的；颠倒的；反身的 vi.倒退；逆叫

213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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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sciences 1 科学

216 secret 1 ['si:krit] n.秘密；秘诀；机密 adj.秘密的；机密的 n.(Secret)人名；(法)塞克雷

217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218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219 sexually 1 ['sekʃuəli] adv.性别地；两性之间地

220 shorten 1 ['ʃɔ:tən] vt.缩短；减少；变短 vi.缩短；变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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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23 skin 1 [skin] n.皮肤；外皮 vt.剥皮 vi.愈合；长皮

224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225 Spain 1 [spein] n.西班牙

226 stage 1 [steidʒ] n.阶段；舞台；戏剧；驿站 vt.举行；上演；筹划 vi.举行；适于上演；乘驿车旅行 n.(Stage)人名；(英)斯特奇

227 stages 1 [steɪdʒ] n. 舞台；戏剧；阶段；步骤；行程 v. 上演；举行；组织；筹划；使出现

228 subject 1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
229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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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232 telomere 1 ['teləmiə] n.[遗]端粒

233 telomeres 1 端粒

234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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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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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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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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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39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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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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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torner 1 托尔内

244 trick 1 [trik] n.诡计；恶作剧；窍门；花招；骗局；欺诈 vt.欺骗；哄骗；装饰；打扮 vi.哄骗；戏弄 adj.特技的；欺诈的；有决
窍的 n.(Trick)人名；(英)特里克

245 truth 1 [tru:θ] n.真理；事实；诚实；实质

246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247 turn 1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248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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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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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252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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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254 variations 1 [ˌveəriː 'eɪʃənz] n. 变更；变化；变异；变奏曲 名词variation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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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5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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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victor 1 ['viktə] n.胜利者 n.(Victor)人名；(俄、罗、保、匈)维克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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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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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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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263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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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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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6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
267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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