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8-01 [Arts and Culture] Scientists Solve Mystery About
Stoneheng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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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to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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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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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Stonehenge 10 n.巨石阵；史前时期巨大石柱群

6 i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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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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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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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stones 6 n.石子（stone的复数）；小石头 v.向…扔石子；用石块铺（stone的三单形式） n.(Stones)人名；(英)斯通斯

12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3 and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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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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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Nash 5 [næʃ] n.纳什（姓氏）

16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7 sample 5 ['sɑ:mpl, 'sæ-] vt.取样；尝试；抽样检查 n.样品；样本；例子 adj.试样的，样品的；作为例子的 n.(Sample)人名；(英)桑普
尔

18 sarsen 5 ['sɑ:sən] n.[地质]砂岩漂砾；砂岩残块 n.(Sarsen)人名；(俄)萨尔森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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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came 4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21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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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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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monument 4 ['mɔnjumənt] n.纪念碑；历史遗迹；不朽的作品 vt.为…树碑

24 par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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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Phillips 4 ['filips] n.飞利浦（电子产业集团）；菲利普斯（姓氏）

26 researchers 4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27 someth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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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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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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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 call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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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core 3 [kɔ:] n.核心；要点；果心；[计]磁心 vt.挖...的核 n.(Core)人名；(英)科尔；(西、意)科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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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megalith 3 ['megəliθ] n.巨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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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ved 3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

36 myster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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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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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pres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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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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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sm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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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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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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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6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47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48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49 building 2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50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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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given 2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52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53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54 journal 2 ['dʒə:nəl] n.日报，杂志；日记；分类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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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57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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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reports 2 英 [rɪ'pɔːt] 美 [rɪ'pɔː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59 rolls 2 [rəulz] n.滚动（roll的复数）；面包卷；捆；卷轴；辊碎机 v.滚动；行驶；盘旋；辗；使左右摇晃；运转（roll的三单形
式）

60 route 2 [ru:t, raut] vt.按某路线发送 n.路线；航线；通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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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shap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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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solve 2 [sɔlv, sɔ:lv] vt.解决；解答；溶解 vi.作解答

64 spread 2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65 States 2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66 st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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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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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69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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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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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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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73 Woods 2 [wudz] n.[林]树林；森林；木头（wood的复数） v.供以木材；用森林覆盖（wood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Woods)人名；
(英、葡)伍兹

74 work 2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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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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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advances 1 [əd'vaː nsɪz] n. 接近；主动姿态（名词advance的复数形式） v. 前进，进展（动词advan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78 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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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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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ancient 1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81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82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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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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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5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86 bett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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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bluestone 1 ['blu:stəun] n.胆矾，硫酸铜；青石 n.(Bluestone)人名；(英)布卢斯通

88 Brighton 1 n.布莱顿（英国南部城市）

89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90 British 1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91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92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93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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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chemical 1 ['kemikəl] n.化学制品，化学药品 adj.化学的

95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96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97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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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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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101 drag 1 [dræg] vt.拖累；拖拉；缓慢而吃力地行进 vi.拖曳；缓慢而吃力地行进 n.拖；拖累 n.(Drag)人名；(匈)德劳格

102 dragged 1 v.制动；拖动；打滑；松懈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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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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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106 endpoint 1 英 ['endpɔɪt] 美 ['endˌpɔɪnt] n. 端点；[化]滴定终点

107 England 1 n.英格兰

108 exact 1 adj.准确的，精密的；精确的 vt.要求；强求；急需 vi.勒索钱财

109 experts 1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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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fin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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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113 formation 1 [fɔ:'meiʃən] n.形成；构造；编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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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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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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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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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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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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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0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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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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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heaviest 1 ['hevɪɪst] adj. 最重的 形容词heavy的最高级.

124 heavy 1 adj.沉重的；繁重的，巨大的；拥挤的；阴沉的 n.重物；严肃角色 adv.大量地；笨重地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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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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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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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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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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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32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133 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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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135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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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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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139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40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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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43 magazine 1 n.杂志；弹药库；胶卷盒

144 man 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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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markers 1 ['mɑːkəz] 标记

147 meters 1 英 ['miː tə(r)] 美 ['miː 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
148 monuments 1 n. 遗迹；纪念物；不朽的功业；有永久价值的作品（monument的复数形式）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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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151 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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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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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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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rigins 1 ['ɒrɪdʒɪnz] n. 起源 名词origin的复数形式.

156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57 Pembrokeshire 1 ['pembrukʃiə] n.彭布罗克郡（位于威尔士西南部）

158 permission 1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


159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160 pieces 1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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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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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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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pull 1 [pul] vt.拉；拔；拖 vi.拉，拖；拔 n.拉，拉绳；拉力，牵引力；拖 n.(Pull)人名；(法)皮尔；(德、瑞典)普尔

165 repair 1 [ri'pεə] vi.修理；修复 vt.修理；恢复；补救，纠正 n.修理，修补；修补部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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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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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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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69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170 Robert 1 ['rɔbət] n.罗伯特（男子名）

171 roller 1 ['rəulə] n.[机]滚筒；[机]滚轴；辊子；滚转机 n.(Roll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匈、罗、捷、瑞典)罗勒；(法)罗莱

172 rollers 1 英 ['rəʊləz] 美 ['roʊləz] n. 滚筒；滚轴；绷带卷 名词roller的复数形式.

173 sandstone 1 ['sændstəun] n.[岩]砂岩；沙岩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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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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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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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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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180 smooth 1 [smu:ð] adj.顺利的；光滑的；平稳的 vt.使光滑；消除（障碍等）；使优雅；缓和 n.平滑部分；一块平地 vi.变平静；
变平滑 adv.光滑地；平稳地；流畅地

181 solved 1 英 [sɒlv] 美 [sɑːlv] v. 解决；解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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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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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185 still 1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186 structures 1 [st'rʌktʃəz] n.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.

187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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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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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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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192 tall 1 [tɔ:l] adj.高的；长的；过分的；夸大的 adv.夸大地 n.(Tall)人名；(马里、阿拉伯)塔勒；(芬、罗、瑞典)塔尔；(英)托尔；
(土)塔勒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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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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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196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197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198 tons 1 [tʌnz] ad. [口]极其；非常

199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

200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01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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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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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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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Wales 1 [weilz] n.威尔士（英国大不列颠岛西南部地区）

206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207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08 weighs 1 [weɪ] v. 衡量；称(重量)；重达 ...

209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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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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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Wiltshire 1 ['wiltʃə] n.威尔特郡（英格兰南部的一郡）

213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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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16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17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