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1-03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Frog Can Control Its Blood
Flow to 'Disappear'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2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 ab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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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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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tive 1 ['æktiv] adj.积极的；活跃的；主动的；有效的；现役的 n.主动语态；积极分子

5 adapt 1 [ə'dæpt] vt.使适应；改编 vi.适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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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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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10 amazing 1 [ə'meiziŋ] adj.令人惊异的 v.使吃惊（amaze的ing形式）

11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2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3 and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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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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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ppearance 2 [ə'piərəns] n.外貌，外观；出现，露面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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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rea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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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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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sleep 1 [ə'sli:p] adj.睡着的；麻木的；长眠的 adv.熟睡地；进入睡眠状态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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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 attack 1 [ə'tæk] n.攻击；抨击；疾病发作 vt.攻击；抨击；动手干 vi.攻击；腐蚀 n.(Attack)人名；(瑞典)阿塔克

24 awake 1 [ə'weik] vi.觉醒，意识到；醒来；被唤起 vt.唤醒；使觉醒；激起，唤起 adj.醒着的

25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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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eautifully 1 ['bju:təfli] adv.漂亮地；美好地

2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9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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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iologist 1 [bai'ɔlədʒist] n.生物学家

32 birds 1 ['bɜːdz] n. 鸟，鸟类；禽（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）

33 blood 8 [blʌd] n.血，血液；血统 vt.从…抽血；使先取得经验 n.(Blood)人名；(英、西)布拉德

34 bodies 3 英 ['bɒdi] 美 ['bɑːdi] n. 身体；主体；正文；主要部分；尸体；躯体；团体 v. 赋…以形体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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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rown 1 [braun] adj.棕色的，褐色的；太阳晒黑的 vi.变成褐色 n.褐色，棕色 vt.使变成褐色 n.(Brown)人名；(英、意、芬、捷、
德、法、西、葡)布朗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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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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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amouflage 2 ['kæmuflɑ:ʒ] n.伪装，掩饰 vt.伪装，掩饰 vi.伪装起来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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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arlos 1 ['ka:lɔs] n.卡洛斯（男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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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
43 cells 1 ['selz] n. 单元；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.

44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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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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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48 Christina 1 [kri'sti:nə] n.克里斯蒂娜（女子名）

49 clea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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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lot 1 [klɔt] vi.凝结 n.[生理]凝块 vt.使凝结成块 n.(Clot)人名；(法)克洛；(西)克洛特

51 clots 1 英 [klɒt] 美 [klɑ tː] n. 凝块；一群；<非正式>笨蛋 v. 凝结；阻塞

52 clotting 1 ['klɒtɪŋ] n. 结块；凝块 动词clo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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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4 color 2 ['kʌlə] n.颜色；肤色；颜料；脸色 vt.粉饰；给...涂颜色；歪曲 vi.变色；获得颜色

55 conceal 2 [kən'si:l] vt.隐藏；隐瞒

56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
57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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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60 creatures 3 ['kriː tʃəz] n. 生物（creature的复数形式）

61 day 1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62 deadly 1 ['dedli] adj.致命的；非常的；死一般的 adv.非常；如死一般地

63 describe 1 [di'skraib] vt.描述，形容；描绘

64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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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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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disappear 1 [,disə'piə] vi.消失；失踪；不复存在 vt.使…不存在；使…消失

68 discovered 1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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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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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duke 2 [dju:k, du:k] n.公爵，（公国的）君主；公爵（种）樱桃 n.(Duke)人名；(西、俄、瑞典、英)杜克

72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73 dynamic 2 [dai'næmik] adj.动态的；动力的；动力学的；有活力的 n.动态；动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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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Ecuador 1 ['ekwədɔ:] n.厄瓜多尔（位于拉丁美洲）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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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escape 1 vt.逃避，避开，避免；被忘掉；被忽视 vi.逃脱；避开；溜走；（气体，液体等）漏出；（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
而）逃脱；声音（不自觉地）由…发出 n.逃跑；逃亡；逃走；逃跑工具或方法；野生种；泄漏

78 essentially 1 [i'senʃəli] adv.本质上；本来

79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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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explains 1 [ɪk'spleɪn] v. 说明；解释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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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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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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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flow 1 [fləu] vi.流动，涌流；川流不息；飘扬 vt.淹没，溢过 n.流动；流量；涨潮，泛滥 n.(Flow)人名；(英)弗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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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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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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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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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Francisco 1 [fræn'siskəu] n.弗朗西斯科（男子名，等于Francis）

91 frog 2 [frɔg] n.青蛙；[铁路]辙叉；饰扣 vi.捕蛙 n.(Frog)人名；(俄)弗罗格

92 frogs 12 [f'rɒɡz] 辙叉

93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4 further 1 ['fə:ðə] adv.进一步地；而且；更远地 adj.更远的；深一层的 vt.促进，助长；增进

95 g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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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glass 3 [glɑ:s, glæs] n.玻璃；玻璃制品；镜子 vt.反映；给某物加玻璃 vi.成玻璃状 n.(Gl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)格拉斯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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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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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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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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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hidden 1 ['hidən] adj.隐藏的 v.隐藏，躲藏（hide的过去分词） n.(Hidden)人名；(英)希登

102 hide 3 [haid] vt.隐藏；隐瞒；鞭打 vi.隐藏 n.躲藏；兽皮；躲藏处

103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104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05 imaging 1 ['imidʒiŋ] n.成像 v.想像（image的ing形式）；画…的像

106 i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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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7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08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09 insects 2 ['ɪnsekts] n. 昆虫；虫子；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.

110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111 invisible 1 [in'vizəbl] adj.无形的，看不见的；无形的；不显眼的，暗藏的

112 involv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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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3 is 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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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16 jellyfish 1 ['dʒelifiʃ] n.水母；[无脊椎]海蜇；软弱无能的人

117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118 Juan 1 [hwɑ:n] n.胡安（男子名）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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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kill 1 [kil] vt.杀死；扼杀；使终止；抵消 vi.杀死 n.杀戮；屠杀 adj.致命的；致死的 n.(Kill)人名；(德)基尔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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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lar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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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larson 1 n. 拉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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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leaves 1 [li:vz] n.树叶；花瓣（leaf的复数） v.离开（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26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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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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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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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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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liver 2 ['livə] n.肝脏；生活者，居民

131 maintain 1 [mein'tein] vt.维持；继续；维修；主张；供养

132 making 2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133 Manuel 1 ['mænjuəl] n.曼纽尔（男子名）；曼努埃尔二世（拜占庭皇帝约翰五世的次子）

134 mates 1 [meɪt] n. 配偶；伙伴；同事 vt. 使 ... 配对；使 ... 一致 vi. 交配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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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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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37 medicines 1 ['medsnz] 药品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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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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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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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142 move 3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143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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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146 nearly 2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47 none 1 [nʌn] pron.没有人；一个也没有；没有任何东西 adj.没有的，一点没有的 adv.决不，一点也不 n.(None)人名；(葡、罗)诺
内；(日)野根(姓)

148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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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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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of 1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52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153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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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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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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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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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158 organs 1 n.[生物]器官；机构；风琴（organ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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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otherwise 1 adv.否则；另外；在其他方面 adj.另外的；其他方面的；原本，本来 conj.其他；如果不；然后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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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163 Oxford 1 ['ɔksfəd] n.牛津大学；牛津（英国城市）

164 pack 1 [pæk] n.包装；一群；背包；包裹；一副 vt.包装；压紧；捆扎；挑选；塞满 vi.挤；包装货物；被包装；群集 n.(Pack)人
名；(英、德)帕克

165 partly 2 ['pɑ:tli] adv.部分地；在一定程度上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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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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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predators 2 [p'redətəz] 食虫动物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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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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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protects 1 [prə'tekt] v. 保护；投保

172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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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quantities 1 [k'wɒntɪtɪz] n. 数目，数量；工程量 名词quantity的复数形式.

175 Quito 1 ['ki:təu] n.基多（厄瓜多尔的首都）

176 rar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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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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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80 red 2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
181 reddish 1 ['rediʃ] adj.微红的；略带红色的 n.(Reddish)人名；(英)雷迪什

182 remain 1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
183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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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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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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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Richard 1 ['ritʃəd] n.理查德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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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190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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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San 1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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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search 1 [sə:tʃ] vi.搜寻；调查；探求 vt.搜索；搜寻；调查；搜查；探求 n.搜寻；探究，查究 n.(Search)人名；(英)瑟奇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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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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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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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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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shadows 1 英 ['ʃædəʊ] 美 ['ʃædoʊ] n. 影子；阴影；阴暗；荫；暗处 vt. 投阴影于；跟踪；预示 vi. 渐变；变阴暗 adj. 影子内阁的；阴
影的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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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shrimp 1 [ʃrimp] n.虾；小虾；矮小的人 vi.捕虾 adj.有虾的；虾制的

202 shrink 1 n.收缩；畏缩；<俚>精神病学家 vt.使缩小，使收缩 vi.收缩；畏缩

203 sight 1 [sait] n.视力；景象；眼界；见解 vt.看见；瞄准 vi.瞄准；观看 adj.见票即付的；即席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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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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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sleep 1 [sli:p] vi.睡，睡觉 n.睡眠 n.(Sleep)人名；(英)斯利普

207 sleeping 2 ['sli:piŋ] adj.睡着的 n.睡眠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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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solid 1 ['sɔlid] adj.固体的；可靠的；立体的；结实的；一致的 n.固体；立方体 n.(Solid)人名；(瑞典)索利德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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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somehow 1 adv.以某种方法；莫名其妙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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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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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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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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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species 1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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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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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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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super 1 ['sju:pə] adj.特级的；极好的 n.特级品，特大号；临时雇员 n.(Super)人名；(英)休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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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taboada 1 塔沃阿达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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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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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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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the 2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28 their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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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them 4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30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31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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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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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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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throu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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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tissue 1 n.组织；纸巾；薄纱；一套 vt.饰以薄纱；用化妆纸揩去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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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8 togeth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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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transparency 2 [træns'pærənsi, -'pεə-, trænz-, trɑ:n-] n.透明，透明度；幻灯片；有图案的玻璃

240 transparent 5 [træns'pærənt, -'pεə-, trænz-, trɑ:n-] adj.透明的；显然的；坦率的；易懂的

241 tree 1 [tri:] n.树；木料；树状物 vt.把...赶上树 vi.爬上树；逃上树 n.(Tree)人名；(英)特里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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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underneath 1 [,ʌndə'ni:θ] prep.在…的下面；在…的形式下；在…的支配下 adv.在下面；在底下 n.下面；底部 adj.下面的；底层
的

244 unheard 1 [,ʌn'hə:d] adj.听不到的；未被倾听的；不予理睬的

245 university 4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46 unknown 1 ['ʌn'nəun] adj.未知的；陌生的，默默无闻的 n.未知数；未知的事物，默默无闻的人

247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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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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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useful 1 ['ju:sful] adj.有用的，有益的；有帮助的

251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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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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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wake 1 vi.醒来；唤醒；警觉 vt.叫醒；激发 n.尾迹；守夜；守丧 n.(Wake)人名；(英)韦克

255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56 whe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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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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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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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white 3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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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61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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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3 Worms 1 [wə:mz, vɔ:rms] n.[基医]蠕虫（worm的复数） n.(Worms)人名；(德、法、葡)沃姆斯

264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265 writer 2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266 Yao 4 [jau] n.尧（传说中的中国古代父糸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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