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7-13 [As It Is] Study_ Ancient Polynesians and South
Americans Had Contact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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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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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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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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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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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gency 2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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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exander 1 [,ælig'za:ndə] n.亚历山大（男子名）

9 Alice 2 ['ælis] n.爱丽丝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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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merica 4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2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3 americans 4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4 Americas 1 [ə'merikəz] n.美洲

15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6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7 ancestry 1 ['ænsestri] n.祖先；血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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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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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ndes 1 ['ændi:z] n.安第斯山脉

21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22 anoth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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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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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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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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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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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rrived 1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8 arriving 1 [ə'raɪv] vi. 到达；到来；成功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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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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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 author 2 ['ɔ:θə] n.作者；作家；创始人 vt.创作出版

32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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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35 belongs 1 英 [bɪ'lɒŋ] 美 [bɪ'lɔːŋ] vi. 应归入；属于

36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37 boat 2 [bəut] n.小船；轮船 vi.划船

38 boats 1 英 [bəʊt] 美 [boʊt] n. 船；船型物 v. 划船；放于船上；乘船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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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40 bottom 1 ['bɔtəm] n.底部；末端；臀部；尽头 adj.底部的 vt.装底；测量深浅；查明真相 vi.到达底部；建立基础 n.(Bottom)人名；
(英)博顿

41 breed 2 [bri:d] vi.繁殖；饲养；产生 vt.繁殖；饲养；养育，教育；引起 n.[生物]品种；种类，类型 n.(Breed)人名；(英)布里德

42 Bryant 2 ['braiənt] n.布赖恩特（男子名，等于Brian）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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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45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46 canoes 1 [kə'nu ]ː n. 独木舟 v. 乘独木舟；用独木舟运

47 carries 1 ['kæri] v. 携带；运送；搬运；带有；传播；承载 n. 【计】进位；运载

48 catamaran 1 [,kætəmə'ræn] n.双体船；长筏；游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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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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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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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enturies 1 ['sentʃərɪz] n. 世纪 名词century的复数形式.

53 Chile 2 ['tʃili] n.智利（南美洲国家）

54 Chilean 1 ['tʃiliən] n.智利人；智利语 adj.智利文化的；智利人的；智利的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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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losely 1 ['kləusli] adv.紧密地；接近地；严密地；亲近地

57 coastal 1 ['kəustəl] adj.沿海的；海岸的

58 Colombia 1 [kə'lʌmbiə] n.哥伦比亚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59 Colombian 1 [kə'lɔmbiən] adj.哥伦比亚的 n.哥伦比亚人

60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61 computational 1 [kəmpju:'teiʃənəl] adj.计算的

62 contact 5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63 crossed 2 [krɔst] adj.交叉的；划掉的；十字形的 v.交叉；越过（cro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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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debated 1 [dɪ'beɪt] n. 辩论；讨论 vt. 争论；思考 vi. 辩论

66 deck 1 [dek] n.甲板；行李仓；露天平台 vt.装饰；装甲板；打扮 n.(De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德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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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discovering 1 v.发现；使被知晓（discover的ing形式）

69 distant 1 adj.遥远的；冷漠的；远隔的；不友好的，冷淡的

70 DNA 3 [,di:,en'ei] abbr.脱氧核糖核酸（deoxyribonucleicacid）；（美国）国防部核子局（DefenseNuclearAgency）

71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72 Easter 2 ['i:stə] n.复活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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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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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episode 2 ['episəud] n.插曲；一段情节；插话；有趣的事件

77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78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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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examination 1 [ig,zæmi'neiʃən] n.考试；检查；查问

81 explains 1 [ɪk'spleɪn] v. 说明；解释

82 exploring 1 [ɪks'plɔː rɪŋ] n. 探索；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

83 for 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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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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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87 French 1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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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genetic 2 [dʒi'netik] adj.遗传的；基因的；起源的

90 geneticist 1 [dʒi'netisist] n.遗传学者

91 George 1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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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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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ha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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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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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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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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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hull 1 [hʌl] n.船体；（果实的）外壳 vt.[粮食]去壳 n.(Hull)人名；(英)赫尔；(法)于尔

100 hulled 1 [hʌld] adj. 有壳的；有船身的

101 hulls 1 [hʌl] n. 外壳；皮；船身；船体；[植]花萼 v. 去壳

102 ideas 1 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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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immigrants 1 ['ɪmɪɡrənts] n. 移民；他国移入的动植物 名词immigrant的复数形式.

105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06 i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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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08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09 interbreed 1 [intə'bri:d] vt.异种交配；混种；使品种间杂交 vi.异种交配；混种；杂种繁殖

110 interbreeding 3 [ˌɪntə'briː dɪŋ] n. 杂种繁殖 动词interbreed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11 ioannidis 2 约安尼季斯

112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3 island 4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
114 Islands 5 ['ailənds] n.群岛（island的复数）；岛屿

115 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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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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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journal 1 ['dʒə:nəl] n.日报，杂志；日记；分类账

118 kilometers 2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119 ki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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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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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kumara 1 n. 库马拉(在新西兰，东经 171º11' 南纬 42º37'）；红薯

122 languages 2 ['læŋɡwɪdʒɪz] n. 语言 名词language的复数形式.

123 last 1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持，够用；持久 vt.度过，拖过；使维持 adv.最后地；上次，最近；最后一点 n.(La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罗、瑞典)拉斯特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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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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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127 lies 1 [laɪ] v. 躺下；位于；在于；平放；存在；延伸；说谎 n. 谎言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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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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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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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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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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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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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mast 1 [mɑ:st, mæst] n.桅杆；柱；橡树果实 vt.在…上装桅杆 n.(Mast)人名；(德、英、法、西、芬)马斯特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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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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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Mexico 1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138 mixing 2 ['mɪksɪŋ] n. 混合；混频 动词mix的现在分词.

139 modern 2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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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untains 1 ['mauntins] n.山脉；[地理]山区；山岳（mountain的复数）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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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mystery 1 [英 [ˈmɪstri] 美 [ˈmɪstəri]] n.秘密，谜；神秘，神秘的事物；推理小说，推理剧；常作mysteries秘技，秘诀

144 na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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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native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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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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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48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49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50 noted 2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51 noun 1 [naun] n.名词 n.(Noun)人名；(以)努恩

152 ocean 3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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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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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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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operate 1 vi.运转；动手术；起作用 vt.操作；经营；引起；对…开刀

157 o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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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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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pacific 5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
160 partly 1 ['pɑ:tli] adv.部分地；在一定程度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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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63 peoples 1 ['piː plz] n. 民族

164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165 person 1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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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plant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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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8 Polynesia 4 [,pɔli'ni:zjə; -ʒiə] n.玻里尼西亚（中太平洋的岛群）

169 Polynesian 2 [,pɔli'ni:ziən; -ʒiən] adj.波利尼西亚的；波利尼西亚人的 n.波利尼西亚人

170 polynesians 4 波利尼西亚人

171 populations 1 [pɒpjʊ'leɪʃnz] 居群

172 possibly 1 ['pɔsəbli] adv.可能地；也许；大概

173 potato 2 [pə'teitəu] n.[作物]土豆，[作物]马铃薯

174 presence 1 ['prezəns] n.存在；出席；参加；风度；仪态

175 present 1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
176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177 question 2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178 race 1 n.属，种；种族，人种；家庭，门第；赛事，赛跑 vt.使参加比赛；和…竞赛；使急走，使全速行进 vi.比速度，参加竞
赛；全速行进 n.(Race)人名；(英)雷斯；(塞)拉采

179 reached 1 到达

180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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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2 reported 2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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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84 researchers 1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185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186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87 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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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sailing 1 ['seiliŋ] n.航行，航海；启航；航海术 adj.航行的 v.航行，起航（sai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189 sailors 1 ['seɪləz] 海员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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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say 1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192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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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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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settled 1 ['setld] adj.稳定的；固定的 v.解决；定居（settle的过去分词）

196 ship 1 [ʃip] vt.运送，乘船；以船运送 vi.上船；乘船旅行；当船员 n.船；舰；太空船 n.(Ship)人名；(中)摄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97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198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199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200 sides 1 [saɪdz] n.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.

201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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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204 som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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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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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sometime 1 ['sʌmtaim] adv.改天；来日；在某一时候 adj.以前的；某一时间的



207 sounds 1 ['saʊndz] n. 声音，响声（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） v. 听起来；感觉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发音（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
形式）

208 south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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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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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spoken 1 ['spəukən] adj.口语的，口头的 v.说（speak的过去分词）

211 stanford 1 ['stænfəd] n.斯坦福（姓氏，男子名）；斯坦福大学（美国一所大学）

212 statues 1 [s'tætʃuːz] 现状

213 stone 1 [stəun] n.石头；结石；[宝]宝石 adj.石的，石制的 vt.向扔石块；用石头铺 n.(Stone)人名；(捷)斯托内；(瑞典)斯托内；
(英)斯通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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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stud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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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substance 1 ['sʌbstəns] n.物质；实质；资产；主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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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suggest 2 vt.提议，建议；启发；使人想起；显示；暗示

219 sweet 2 [[swi:t] adj.甜的；悦耳的；芳香的；亲切的 n.糖果；乐趣；芳香；宝贝 （俚）酷毙了 n.(Sweet)人名；(英)斯威特

220 t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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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the 3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22 theorize 1 ['θiəraiz, 'θi:ə-] vi.建立理论或学说；推理 vt.建立理论

223 theorized 1 英 ['θɪəraɪz] 美 ['θiː əraɪz] v. 推理；建立理论；理论化 =theorise.

224 theory 1 ['θiəri, 'θi:ə-] n.理论；原理；学说；推测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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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27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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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thinks 1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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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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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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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to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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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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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5 travel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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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6 trip 1 [trip] vi.绊倒；远足；犯错误；轻快地走 n.旅行；绊倒；差错 vt.绊倒；使犯错 n.(Trip)人名；(荷)特里普

237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
238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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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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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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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vegetable 1 ['vedʒitəbl] n.蔬菜；植物；植物人 adj.蔬菜的；植物的

243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44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45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46 west 2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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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

249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250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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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2 written 1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
253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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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