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0-04 [As It Is] Experts Study Writing in Ancient Mexican City
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2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to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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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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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writing 12 ['raitiŋ] n.书写；作品；著作；[法]笔迹 v.书写（write的ing形式）

6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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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city 10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9 i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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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Teotihuacan 10 n. 特奥蒂瓦坎(在墨西哥；西经 98º51' 北纬 19º42')

11 and 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2 glyphs 8 字形

13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4 ancient 7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15 hav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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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bo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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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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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9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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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22 experts 4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23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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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Mexican 4 ['meksikən] adj.墨西哥的；墨西哥人的 n.墨西哥人；墨西哥语

25 system 4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6 w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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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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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rea 3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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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ooks 3 ['bʊks] n. 帐目；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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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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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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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neighborhood 3 n.附近；街坊；接近；街区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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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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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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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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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patio 3 ['pætiəu] n.露台；天井

40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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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st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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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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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university 3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45 valdez 3 [væl'di:z] n.瓦尔迪兹（美国阿拉斯加州城市）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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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absent 2 ['æbsənt, æb'sent] adj.缺席的；缺少的；心不在焉的；茫然的 vt.使缺席

48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49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50 aztecs 2 n. 阿芝特克人 adj. 阿芝特克人的

51 book 2 n.书籍；卷；账簿；名册；工作簿 vt.预订；登记 n.(Book)人名；(中)卜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朝)北；(英)布克；(瑞典)博克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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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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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odices 2 ['kəudisi:z, 'kəudə,si:z] n.法律（codex的复数）

55 David 2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56 difficult 2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57 discovery 2 [dis'kʌvəri] n.发现，发觉；被发现的事物

58 fin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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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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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helmke 2 n. 赫姆基

61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62 language 2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63 leader 2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64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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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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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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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Mayan 2 ['maiən, 'ma:jən] n.玛雅人；玛雅语 adj.玛雅人的；玛雅语的

68 mean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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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9 Mexico 2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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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paintings 2 ['peɪntɪŋz] n. 绘画作品；绘画艺术 名词painting的复数形式.

72 paper 2 ['peipə] n.纸；论文；文件；报纸 adj.纸做的 vt.用纸糊；用纸包装 vi.贴糊墙纸；发交通违章传票 n.(Paper)人名；(俄)帕佩
尔

73 piece 2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74 religious 2 [ri'lidʒəs] adj.宗教的；虔诚的；严谨的；修道的 n.修道士；尼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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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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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78 she 2 [ʃi:] pron.她（主格）；它（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、船舶、地球、月亮等） n.女人；雌性动物 n.(She)人名；(中)佘(普通话
·威妥玛)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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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Stuart 2 [stjuət] n.英国斯图亚特王室；斯图尔特（男子名，等于Stewart）

81 symbols 2 ['simbəls] n.符号；象征；标志；符号表（symbol的复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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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text 2 [tekst] n.[计]文本；课文；主题 vt.发短信

83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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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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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86 unclear 2 英 [ˌʌn'klɪə(r)] 美 [ˌʌn'klɪr] adj. 不清楚的；含混的

87 understand 2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88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89 visitors 2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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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92 wor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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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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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4 written 2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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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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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ab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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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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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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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101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02 ag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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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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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Americas 1 [ə'merikəz] n.美洲

105 anthropology 1 [,ænθrə'pɔlədʒi] n.人类学 人类学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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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argued 1 英 ['ɑːɡju ]ː 美 ['ɑ rːɡju ]ː v. 说服；争论；辩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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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art 1 n.（包括雕塑、绘画、音乐等的）艺术，美术；美术（作）品；艺品（作）品；（表演）艺术；技术，技巧； adj.艺术
的；艺术品的；具有艺术性的 v.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，过时用法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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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1 base 1 [beis] n.基础；底部；垒 adj.卑鄙的；低劣的 vt.以…作基础 n.(Base)人名；(日)马濑(姓)

112 beautiful 1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
113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14 belief 1 [bi'li:f] n.相信，信赖；信仰；教义

115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116 burned 1 [bə:nd] adj.焦头烂额 v.[外科]烧伤（burn的过去式）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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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capital 1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
119 catholic 1 ['kæθəlik] adj.天主教的；宽宏大量的 n.天主教徒；罗马天主教

120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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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Christophe 1 n.克里斯多夫（男子名）

123 civilization 1 [,sivilai'zeiʃən, -li'z-] n.文明；文化

124 collected 1 [kə'lektid] adj.镇定的；收集成的 v.收集；聚集（collect的过去式）

125 colonial 1 [kə'ləunjəl] n.殖民地居民 adj.殖民地的，殖民的

126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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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confirmed 1 [kən'fə:md] adj.确认的；保兑的；坚定的；惯常的 v.确证；使坚定（confirm的过去分词）；批准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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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Copenhagen 1 [,kəupən'heigən] n.哥本哈根（丹麦首都）

130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131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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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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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decoding 1 英 ['diː 'kəʊdɪŋ] 美 ['diː 'koʊdɪŋ] 动词decode的现在分词

135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136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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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139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140 eased 1 [iː zd] adj. 放松的 动词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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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Egyptian 1 [i'dʒipʃən] adj.埃及的；埃及人的 n.埃及人；古代埃及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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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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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46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147 exist 1 [ig'zist] vi.存在；生存；生活；继续存在

148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149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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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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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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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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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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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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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founded 1 [faʊnd] v. 建立；创立；创办；熔铸；找到，发现（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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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60 Garcia 1 ['ga:ʃjə] n.加西亚（姓氏）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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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glyph 1 [glif] n.字形；图象字符；纵沟纹

163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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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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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7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68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169 historian 1 [his'tɔ:riən] n.历史学家

170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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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
172 home 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173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174 houses 1 ['hauziz] n.住宅；家园；洋房（house的复数）；房子的总称

175 hugely 1 ['hju:dʒli] adv.巨大地；非常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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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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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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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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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Joyce 1 [dʒɔis] n.乔伊斯（女名）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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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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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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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la 1 [lɑ:] n.全音阶中的第6个音；A音的唱名 n.(La)人名；(中)辣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越)罗；(朝)罗；(缅、老)拉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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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90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91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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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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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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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197 limits 1 ['lɪmɪts] n.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.

198 longest 1 ['lɔŋgist, 'lɔ:ŋ-] adj.最长的 n.(Longest)人名；(英)朗格斯特

199 Marcus 1 ['mɑ:kəs] n.马库斯（男子名）

200 mark 1 n.标志；马克；符号；痕迹；分数 vi.作记号 vt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 n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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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203 Michigan 1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
204 missing 1 ['misiŋ] adj.失踪的；缺少的 v.错过（miss的ing形式）；想念；漏掉 n.(Missing)人名；(德)米辛

205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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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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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mysteries 1 ['mɪstərɪz] n. 古代的秘密宗教仪式；奥秘，神秘（名词mystery的复数形式）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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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names 1 [neɪmz] n.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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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13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14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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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number 1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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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object 1 ['ɔbdʒikt, -dʒekt, əb'dʒekt] n.目标；物体；客体；宾语 vt.提出…作为反对的理由 vi.反对；拒绝

218 occupants 1 ['ɒkjuːpənts] n. 居住者；占有者 名词occupa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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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221 onl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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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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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operated 1 ['ɒpəreɪtɪd] v. 操作；运动；运算；作战；见效；完成；开刀 动词op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24 ordered 1 ['ɔ:dəd] adj.[数]有序的；整齐的；安排好的 v.命令；点餐（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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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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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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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painted 1 ['peintid] adj.描画的；着色的；刷上油漆的 v.油漆（pai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Painted)人名；(瑞典)帕因特德

229 painting 1 ['peintiŋ] n.绘画；油画；着色 v.绘画（paint的ing形式）；涂色于 n.(Painting)人名；(英)佩因廷

230 p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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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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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picture 1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
233 pictures 1 ['pɪktʃəz] n.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.

234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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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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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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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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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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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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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pyramid 1 ['pirəmid] n.金字塔；角锥体 vi.渐增；上涨；成金字塔状 vt.使…渐增；使…上涨；使…成金字塔状

243 pyramids 1 ['pɪrəmɪd] n. 金字塔；棱锥体；[证券]金字塔式交易法 v. 急速增加；以金字塔的模型构建

244 questi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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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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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47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248 reopened 1 英 [ˌriː 'əʊpən] 美 [ˌriː 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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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
251 represent 1 [,repri'zent] vt.代表；表现；描绘；回忆；再赠送 vi.代表；提出异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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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254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55 Ruins 1 n.遗迹（ruin的复数形式）；废墟 v.毁灭（ruin的三单形式）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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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scholars 1 [s'kɒləz] n. 学者；专家；士人；学生 名词scholar的复数形式.

258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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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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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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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sided 1 ['saidid] adj.有…边的；有…面的；侧面的 v.支持；给…装上侧面；整理（side的过去分词）

263 sides 1 [saɪdz] n.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.

264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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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solve 1 [sɔlv, sɔ:lv] vt.解决；解答；溶解 vi.作解答

267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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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statues 1 [s'tætʃuːz] 现状

270 stores 1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271 structure 1 ['strʌktʃə] n.结构；构造；建筑物 vt.组织；构成；建造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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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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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275 surround 1 [sə'raund] vt.围绕；包围 n.围绕物 adj.环绕立体声的

276 symbol 1 ['simbəl] n.象征；符号；标志

277 tatiana 1 [tɑ:'tjɑ:nɑ:] n.塔蒂阿娜（女子名）

278 teach 1 [ti:tʃ] vt.教；教授；教导 vi.教授；讲授；当老师 n.(Teach)人名；(英)蒂奇

279 tentatively 1 ['tentətivli] adv.暂时地；试验性地

280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81 texts 1 ['teksts] n. 正文；原文；课文；课本 名词text的复数形式.

282 theories 1 ['θɪərɪz] n. 理论 名词theory的复数形式

283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84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285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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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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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88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289 tourists 1 ['tuərɪsts] n. 旅游者，旅行者，观光客（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）

290 tradition 1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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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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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us 1 pron.我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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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walking 1 ['wɔ:kiŋ] n.步行；散步 v.步行（walk的ing形式） adj.步行的

296 want 1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
297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298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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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301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02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03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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