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3-16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Scientists Discover How a Kind
of Fish Makes Colorful Light Appear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2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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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fish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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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light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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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6 of 1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7 colors 9 ['kɒlərz] n. 彩色 名词color的复数形式.

8 i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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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t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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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to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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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 catfish 6 ['kætfiʃ] n.鲶鱼

12 ghost 5 [gəust] n.鬼，幽灵 vt.作祟于；替…捉刀；为人代笔 vi.替人代笔

13 whe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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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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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 different 4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16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7 iridescent 4 [,iri'desənt, 'aiəri-] adj.彩虹色的；闪光的

18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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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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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skin 4 [skin] n.皮肤；外皮 vt.剥皮 vi.愈合；长皮

21 sma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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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3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4 appear 3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25 aquarium 3 [ə'kwεəriəm] n.水族馆；养鱼池；玻璃缸

26 around 3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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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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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colorful 3 ['kʌləful] adj.华美的；有趣的；富有色彩的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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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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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33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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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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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rainbow 3 ['reinbəu] n.彩虹；五彩缤纷的排列；幻想 adj.五彩缤纷的；彩虹状的 vt.使呈彩虹状；如彩虹般装饰 vi.呈彩虹状 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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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Rainbow)人名；(英)雷恩博

38 structures 3 [st'rʌktʃəz] n.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.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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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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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zhao 3 n. 赵（姓氏）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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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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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45 and 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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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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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9 bod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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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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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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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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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for 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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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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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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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muscles 2 ['mʌslz] n. 肌肉 名词muscle的复数形式.

58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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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reflect 2 vt.反映；反射，照出；表达；显示;反省 vi.反射，映现；深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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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scientists 2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63 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64 shines 2 [ʃaɪn] v. 照耀；出色；发光；投光于；使发光 n. 光泽；光辉；阳光；擦皮鞋（美）；喜欢；鬼把戏（复）

65 shining 2 ['ʃainiŋ] adj.光亮的；华丽的 v.闪烁（shine的ing形式）；发亮

66 similar 2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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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spectrum 2 ['spektrəm] n.光谱；频谱；范围；余象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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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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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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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transparent 2 [træns'pærənt, -'pεə-, trænz-, trɑ:n-] adj.透明的；显然的；坦率的；易懂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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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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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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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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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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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80 Arizona 1 [,æri'zəunə] n.美国亚利桑那州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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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2 attract 1 [ə'trækt] vt.吸引；引起 vi.吸引；有吸引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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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averages 1 ['ævərɪdʒ] n. 平均数；平均水平 adj. 平均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v. 取平均值；达到平均水平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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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86 biologist 1 [bai'ɔlədʒist] n.生物学家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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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butterfly 1 ['bʌtəflai] n.蝴蝶；蝶泳；举止轻浮的人；追求享乐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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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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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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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colo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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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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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cover 1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
96 creates 1 [kri'ː eɪts] n. 创立 创建.

97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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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depending 1 [dɪ'pendɪŋ] n. 依赖；信任；决定于 动词depend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00 direction 1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
101 directions 1 [dɪ'rekʃnz] n. 用法说明；方向；指令 名词dir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02 discover 1 [dis'kʌvə] vt.发现；发觉 vi.发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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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105 email 1 ['i:'meil] n.电子信函 vt.给…发电子邮件 n.(Email)人名；(法)埃马伊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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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feathers 1 ['feðəz] n. 羽毛；羽衣；装束 名词feather的复数形式.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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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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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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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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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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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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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hits 1 [hɪts] n. [计]采样数 名词hit的复数形式.

116 holds 1 英 [həʊldz] 美 [hoʊldz] n. 货舱；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.

117 hummingbird 1 ['hʌmiŋbə:d] n.蜂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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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20 interested 1 ['intristid, 'intər-] adj.感兴趣的；有权益的；有成见的 v.使…感兴趣（interest的过去分词）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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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2 iridescence 1 [,iri'desəns, 'aiəri-] n.彩虹色

123 jiao 1 [dʒau] n.角（中国货币单位）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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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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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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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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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laboratory 1 [lə'bɔrətəri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
129 lasers 1 London and South Eastern Regional Library System 伦敦与东南地区图书系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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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lets 1 abbr.地方交易系统（LocalExchangeTradingSystem）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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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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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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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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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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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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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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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muscle 1 ['mʌsl] n.肌肉；力量 vt.加强；使劲搬动；使劲挤出 vi.使劲行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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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native 1 ['neitiv] adj.本国的；土著的；天然的；与生俱来的；天赋的 n.本地人；土产；当地居民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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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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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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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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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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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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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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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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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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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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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physicist 1 ['fizisist] n.物理学家；唯物论者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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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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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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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purpose 1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
160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61 recreation 1 [,rekri'eiʃən, -kri:-] n.娱乐；消遣；休养

162 reflections 1 [rɪ'flekʃənz] n. 反光；感想 名词refl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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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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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165 reptiles 1 ['reptaɪlz] n. 爬行动物；爬虫类；卑鄙的人 名词reptile的复数形式.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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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67 resulting 1 [rɪ'zʌltɪŋ] adj. 结果的 动词result的现在分词.

168 Rivers 1 ['rivə:s] n.里弗斯（人名）；河流州（尼日利亚州名）；河水钻

169 ron 1 n. 罗恩(男子名) abbr. (石油)研究法辛烷值(=Research Octane Number)

170 scale 1 [skeil] n.规模；比例；鳞；刻度；天平；数值范围 vi.衡量；攀登；剥落；生水垢 vt.测量；攀登；刮鳞；依比例决定 n.
(Scale)人名；(意)斯卡莱

171 Scales 1 [skeɪlz] n. 天平；秤；鳞屑 名词scale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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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sciences 1 科学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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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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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6 serve 1 [sə:v] vt.招待，供应；为…服务；对…有用；可作…用 vi.服役，服务；适合，足够；发球；招待，侍候 n.发球，轮到发
球 n.(Serve)人名；(法)塞尔夫

177 shanghai 1 ['ʃæŋhai; 'ʃæŋ'hai] n.上海（中国东部港市）

178 shimmer 1 ['ʃimə] n.微光；闪光 vi.闪烁；发闪烁的微光 vt.使闪烁

179 shimmering 1 [英 ['ʃɪmərɪŋ] 美 ['ʃɪmərɪŋ]] adj.闪烁的；微微发亮的 v.闪耀（shimmer进行式）

180 shine 1 vi.发出光；反射光，闪耀；出类拔萃，表现突出；露出；照耀；显露；出众 vt.照射，擦亮；把…的光投向；（口）通
过擦拭使…变得有光泽或光 n.光亮，光泽；好天气；擦亮；晴天；擦皮鞋；鬼把戏或诡计 n.（英）夏因（人名）；（日）
新荣（人名）

181 sides 1 [saɪdz] n.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.

182 signals 1 ['sɪɡnəl] n. 信号；标志 v. (发信号)通知、表示 adj. 显著的

183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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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sold 1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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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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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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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190 stud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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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surfaces 1 英 ['sɜ fːɪs] 美 ['sɜ rːfɪs] n. 表面；外表；平面 adj. 表面的；肤浅的 vt. 在 ... 上加表层；使 ... 成平面 vi. 浮到水面；显露；在
表面工作

192 swims 1 [swɪm] v. 游泳 n. 游泳

193 tank 1 [tæŋk] n.坦克；水槽；池塘 vt.把…贮放在柜内；打败 vi.乘坦克行进 n.(Tank)人名；(德、土、阿塞、土库、挪)汤克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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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196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97 tong 1 [tɔŋ, tɔ:ŋ] n.帮会，堂；钳子 vi.用钳子钳起 vt.用钳子钳起 n.(Tong)人名；(英)唐；(柬)东；(中)董(普通话·威妥玛)

198 traveling 1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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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turns 1 ['tɜːnz] n.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.

201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202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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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warning 1 ['wɔ:niŋ] n.警告；预兆；预告 adj.警告的；引以为戒的 v.警告（warn的ing形式） n.(Warning)人名；(德)瓦宁

205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06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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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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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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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211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12 wings 1 [wiŋz] n.[昆]翅膀（wing的复数形式）；飞行章；女童军戴的一种翼形章 n.(Wings)人名；(德)温斯

213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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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5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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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217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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