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2-25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Nevada Fossil Site Could Be
Ancient Reptile Birthing Area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in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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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to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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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1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tha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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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1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7 area 9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8 from 9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 said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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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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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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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4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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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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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fossils 6 ['fɒslz] 化石

17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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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9 animal 5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20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1 bones 5 英 [bəʊnz] 美 [boʊnz] n. 骨骼 名词bon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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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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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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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birth 4 [bɑ:θ] n.出生；血统，出身；起源

26 came 4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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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creatures 4 ['kriː tʃəz] n. 生物（creature的复数形式）

29 ichthyosaur 4 ['ikθiəsɔ:(r)] n.鱼龙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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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larg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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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Nevada 4 [ni'vædə; -'vɑ:-] n.内华达（美国州名）

33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4 plac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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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reptiles 4 ['reptaɪlz] n. 爬行动物；爬虫类；卑鄙的人 名词reptile的复数形式.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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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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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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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where 4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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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among 3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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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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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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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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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died 3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47 fossil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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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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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giant 3 ['dʒaiənt] n.巨人；伟人；[动]巨大的动物 adj.巨大的；巨人般的

50 give 3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51 ichthyosaurs 3 英 ['ɪkθɪəsɔː ə] 美 ['ɪkθɪə̩ sɔː ] n. 鱼龙

52 IRM 3 n. 检查要求手册

53 marine 3 [mə'ri:n] adj.船舶的；海生的；海产的；航海的，海运的 n.海运业；舰队；水兵；（海军）士兵或军官 n.(Marine)人名；
(西)马里内；(英)马林

54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55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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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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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paleontologist 3 [,peiliɔn'tɔlədʒist] n.古生物学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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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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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sta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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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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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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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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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animals 2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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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68 die 2 [dai] vi.死亡；凋零；熄灭 vt.死，死于… n.冲模，钢模；骰子 n.(Die)人名；(西)迭；(阿拉伯)迪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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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dimensional 2 [di'menʃənəl, dai-] adj.空间的；尺寸的

71 etc 2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72 fascinating 2 ['fæsineitiŋ] adj.迷人的；吸引人的；使人神魂颠倒的 v.使…着迷；使…陶醉（fascinate的ing形式）

73 flippers 2 [f'lɪpəz] n. (非鱼类海生动物的）鳍状肢；(用于游泳或潜水的)橡胶蹼 名词flipper的复数形式.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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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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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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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Lomax 2 洛马克斯

79 major 2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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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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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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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84 ocean 2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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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87 preserved 2 [pri'zə:vd] adj.保藏的；腌制的；喝醉的 n.(Preserved)人名；(英)普里泽夫德

88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89 research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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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90 rock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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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site 2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92 skeletons 2 n. 骷髅；骨骼（skeleton的复数）；流言（歌曲名）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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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95 together 2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96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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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vertebrae 2 ['və:tibri:] n.[解剖]椎骨；脊椎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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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wat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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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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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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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writer 2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105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06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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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adult 1 ['ædʌlt, ə'dʌlt] adj.成年的；成熟的 n.成年人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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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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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apart 1 [ə'pɑ:t] adv.相距；与众不同地；分离着 adj.分离的；与众不同的

112 appealing 1 [ə'pi:liŋ] adj.吸引人的；动人的；引起兴趣的；恳求似的 v.恳求（appeal的ing形式）；将…上诉

113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114 argument 1 ['ɑ:gjumənt] n.论证；论据；争吵；内容提要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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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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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backbone 1 ['bækbəun] n.支柱；主干网；决心，毅力；脊椎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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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beach 1 [bi:tʃ] n.海滩；湖滨 vt.将…拖上岸 vi.搁浅；定居 n.(Beach)人名；(英)比奇

120 beaching 1 ['biː tʃɪŋ] n. 海岸堆积(滩头系留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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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123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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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berlin 1 [bə:'lin] n.柏林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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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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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birthing 1 ['bə:θiŋ] adj.生育的；生育用的；分娩用的 v.出生（birth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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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bit 1 n.[计]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老一套；一点，一块 vt.控制 adj.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 adv.有点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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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born 1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132 bus 1 [bʌs] n.公共汽车 乘公共汽车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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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135 centimeters 1 ['sentɪ̩ miː təz] n. 厘米；公分 名词centimet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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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chemicals 1 ['kemɪklz] n. 化学药品；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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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9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140 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141 concluded 1 [kən'kluːd] vt. 推断出；缔结；使结束 vi. 结束；总结；作决定；作协议

142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143 confused 1 [kən'fju:zd] adj.困惑的；混乱的；糊涂的 v.困惑（confuse的过去式）

144 contains 1 [kən'teɪnz] v.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45 controlled 1 [kən'trəuld] adj.受控制的；受约束的；克制的 v.控制；约束（control的过去式）；指挥

146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147 creature 1 ['kri:tʃə] n.动物，生物；人；创造物

148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特

149 dating 1 ['deitiŋ] n.约会；记日期的；注明日期 v.约会；定日期（date的ing形式）

150 dean 1 n.院长；系主任；教务长；主持牧师

151 detailed 1 ['di:teild, di'teild] adj.详细的，精细的；复杂的，详尽的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过去分词）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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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digital 1 ['didʒitəl] adj.数字的；手指的 n.数字；键

154 dirt 1 [də:t] n.污垢，泥土；灰尘，尘土；下流话

155 discovery 1 [dis'kʌvəri] n.发现，发觉；被发现的事物

156 dry 1 [drai] adj.干的；口渴的；枯燥无味的；禁酒的 vt.把…弄干 vi.变干 n.干涸 n.(Dry)人名；(法)德里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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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eat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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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9 embryo 1 ['embriəu] n.[胚]胚胎；胚芽；初期 adj.胚胎的；初期的

160 embryos 1 英 ['embrɪəʊz] 美 ['embrɪoʊz] n. 胚胎 名词embryo的复数形式.

161 England 1 n.英格兰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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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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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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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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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explanation 1 [,eksplə'neiʃən] n.说明，解释；辩解

168 explanations 1 [ˌeksplə'neɪʃn] n. 解释；说明

169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170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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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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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flat 1 adj.平的；单调的；不景气的；干脆的；平坦的；扁平的；浅的 adv.（尤指贴着另一表面）平直地；断然地；水平地；直
接地，完全地 n.平地；公寓；平面 vt.使变平；[音乐]使（音调）下降，尤指降半音 vi.逐渐变平；[音乐]以降调唱（或奏）
n.（法）弗拉特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弗莱特（人名）

175 flipper 1 ['flipə] n.鳍状肢；鳍；烤饼；胖听罐头 vi.靠鳍足（或鸭甲板）行动 adj.无礼的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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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form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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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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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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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182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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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hatched 1 ['hætʃt] adj. 孵化的；[计算机]阴影线的 动词hat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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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height 1 [hait] n.高地；高度；身高；顶点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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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188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89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90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91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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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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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195 identified 1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6 image 1 ['imidʒ] n.影像；想象；肖像；偶像 vt.想象；反映；象征；作…的像 n.(Image)人名；(法)伊马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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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investigated 1 [ɪn'vestɪɡeɪt] v. 调查；研究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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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0 kee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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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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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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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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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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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layers 1 ['leɪəs] n. 层 名词layer的复数形式.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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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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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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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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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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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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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
214 linked 1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
215 litt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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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lived 1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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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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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lizard 1 ['lizəd] n.蜥蜴；类蜥蜴爬行动物 n.(Lizard)人名；(法)利扎尔

219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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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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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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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Manchester 1 ['mæntʃistə] n.曼彻斯特（英格兰西北部一大城市）

224 mass 1 n.块，团；群众，民众；大量，众多；质量 adj.群众的，民众的；大规模的，集中的 vi.聚集起来，聚集 vt.使集合

225 massive 1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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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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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28 m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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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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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mining 1 ['mainiŋ] n.矿业；采矿

231 mode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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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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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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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mothers 1 英 ['mʌðə(r)] 美 ['mʌðər] n. 母亲；妈妈 adj. 母亲的；母体的；本源的 vt. 生育；像母亲一样关爱

235 mouths 1 口

236 museum 1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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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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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240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241 newborns 1 [n'juːbɔː nz] n. 新生者；新生儿

242 Nicholas 1 ['nikələs] n.尼古拉斯（男子名）

243 offers 1 英 ['ɒfə(r)] 美 ['ɔː fər] vt. 提供；提出；（卖方）出价；贡献 vi. 提议；出现；求婚 n. 提议；出价

244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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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247 onto 1 ['ɔntu, -tə] prep.在…之上；对…了解；映射到…上 adj.映射的；自身的；映成的

248 original 1 [ə'ridʒənəl] n.原件；原作；原物；原型 adj.原始的；最初的；独创的；新颖的

249 ov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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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park 1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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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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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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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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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predators 1 [p'redətəz] 食虫动物

256 preserve 1 vt.保存；保护；维持；腌；禁猎 n.保护区；禁猎地；加工成的食品；（某人或群体的）专门活动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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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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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previously 1 ['pri:vju:sli] adv.以前；预先；仓促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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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261 proposed 1 英 [prəʊ'pəʊzd] 美 [prə'poʊzd] adj. 被提议的

262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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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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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randy 1 ['rændi] adj.好色的；喧闹的；粗俗的 n.莽汉；粗鲁悍妇 n.(Randy)人名；(英)兰迪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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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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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69 reptile 1 ['reptail, -til] adj.爬虫类的；卑鄙的 n.爬行动物；卑鄙的人

270 return 1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271 rock 1 [rɔk] n.岩石；摇滚乐；暗礁 vt.摇动；使摇晃 vi.摇动；摇晃 n.(Ro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意、瑞典)罗克

272 rule 1 [ru:l] vi.统治；管辖；裁定 n.统治；规则 vt.统治；规定；管理；裁决；支配 n.(Rule)人名；(英)鲁尔；(塞)鲁莱

273 scanning 1 ['skæniŋ] n.扫描；[计]搜索，观测；扫掠 adj.扫描的；观测的；搜索的；扫掠的 v.扫描（scan的现在分词）；浏览

274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75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276 seal 1 [si:l] n.密封；印章；海豹；封条；标志 vt.密封；盖章 vi.猎海豹 n.(Seal)人名；(英)西尔

277 seas 1 [siː z] n. 海域 名词sea的复数形式.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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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separated 1 ['sepəreitid] adj.分开的；分居；不在一起生活的 v.分开；隔开（sepa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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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shark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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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shore 1 [ʃɔ:] vt.支撑，使稳住；用支柱撑住 n.海滨；支柱 n.(Shore)人名；(英)肖尔

283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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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signs 1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286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287 sits 1 [sɪt] v. 坐；栖息；使就座 n. 坐；栖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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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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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smithsonian 1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(United States National Museum) 史密斯森协会(联合国博物馆)

291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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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specialist 1 ['speʃəlist] n.专家；专门医师 adj.专家的；专业的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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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stick 1 vt.刺，戳；伸出；粘贴 vi.坚持；伸出；粘住 n.棍；手杖；呆头呆脑的人 n.(Stick)人名；(芬)斯蒂克

295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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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7 teeth 1 [ti:θ] n.牙齿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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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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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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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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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03 thic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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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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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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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5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306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07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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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tiny 1 ['taini] adj.微小的；很少的 n.(Tiny)人名；(葡、印)蒂尼

310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311 towards 1 [tə'wɔ:dz, tu-, 'təuədz, twɔ:dz] prep.朝，向；对于；有助于

312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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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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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16 unable 1 [ʌn'eibl] adj.不会的，不能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；不能胜任的

317 underwater 1 ['ʌndə'wɔ:tə] adj.在水中的；水面下的 adv.在水下 n.水下

318 unlock 1 vt.开启；开…的锁；表露 vi.解开；解除锁定；被开启

319 Utah 1 ['ju:tɑ:] n.美国犹他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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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volcanic 1 [vɔl'kænik] adj.火山的；猛烈的；易突然发作的 n.火山岩

322 way 1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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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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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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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width 1 [widθ, witθ] n.宽度；广度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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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8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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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