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8-16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Cave Paintings Show
Neanderthals Were Artist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1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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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t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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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eanderthal 6 [ni'ændətɑ:l; -θɔ:l] adj.尼安德特人的；穴居人的

6 to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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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were 6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8 cave 5 [keiv] vt.使凹陷，使塌落；在…挖洞穴 vi.凹陷，塌落；投降 n.洞穴，窑洞 n.(Cave)人名；(西)卡韦；(英)凯夫；(法)卡夫

9 humans 5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10 mad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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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study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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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years 5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13 tha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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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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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Caves 3 n.[地质]洞穴（cave复数形式） v.倒塌；屈服（c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Caves)人名；(英)凯夫斯；(法)卡夫

17 modern 3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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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paintings 3 ['peɪntɪŋz] n. 绘画作品；绘画艺术 名词painting的复数形式.

20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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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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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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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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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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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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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believed 2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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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earlier 2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29 Europe 2 ['juərəp] n.欧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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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32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33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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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 is 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35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36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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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natural 2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38 ochre 2 ['əukə] n.赭石；赭色 vt.涂赭色于 adj.赭色的（等于ocher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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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pigments 2 ['pɪgmənts] n. 粉状颜料；天然色素 名词pigment的复数形式.

40 recent 2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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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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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43 ritual 2 ['ritjuəl, -tʃu-] n.仪式；惯例；礼制 adj.仪式的；例行的；礼节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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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sai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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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show 2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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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stalagmites 2 [stæ'ləɡmaɪts] 石笋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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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51 suggested 2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2 suggests 2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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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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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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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Acts 1 [ækts] abbr.声控遥测系统（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）；声控制与遥测系统
（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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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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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apart 1 [ə'pɑ:t] adv.相距；与众不同地；分离着 adj.分离的；与众不同的

62 appearance 1 [ə'piərəns] n.外貌，外观；出现，露面

63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4 arc 1 [ɑ:k] n.弧（度）；弧光（全称electricarc）；弧形物；天穹 adj.圆弧的；反三角函数的 vt.形成电弧；走弧线 n.(Arc)人名；
(法)阿尔克

65 ardales 1 阿达莱斯

66 artists 1 英 ['a:tists] 美 ['ɑ:tists] n. 艺术家（名词artist的复数形式）

67 attitudes 1 n. 态度 名词attitude的复数形式.

68 authors 1 [图情] 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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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71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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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eremony 1 ['seriməuni] n.典礼，仪式；礼节，礼仪；客套，虚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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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chauvet 1 肖韦

76 closer 1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
77 coloring 1 ['kʌləriŋ] v.着色（color的ing形式）；出现颜色 n.着色；着色剂；配色；天然色；外貌

78 commonly 1 ['kɔmənli] adv.一般地；通常地；普通地

79 complex 1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80 dating 1 ['deitiŋ] n.约会；记日期的；注明日期 v.约会；定日期（date的ing形式）

81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82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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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84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85 earthy 1 ['ə:θi] adj.土的；土质的；朴实的；粗俗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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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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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89 exist 1 [ig'zist] vi.存在；生存；生活；继续存在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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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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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93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94 formal 1 ['fɔ:məl] adj.正式的；拘谨的；有条理的 n.正式的社交活动；夜礼服 n.(Formal)人名；(法)福马尔

95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96 Graham 1 ['greiəm] adj.全麦的；粗面粉的；全麦粉制成的 n.(Graham)人名；(塞、瑞典)格拉哈姆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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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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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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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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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jo 1 [dʒəu] abbr.乔（女子名，等于Joseph，Josephine）

104 Keeley 1 n. 基利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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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laga 1 拉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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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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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liked 1 [laikt] v.喜欢（like的过去式）

110 liquid 1 ['likwid] adj.液体的；清澈的；明亮的；易变的 n.液体，流体；流音

111 make 1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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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3 mated 1 ['meɪtɪd] adj. 成对的；成双的 动词m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14 materials 1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115 methods 1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116 mouth 1 [mauθ] n.口，嘴；河口 vt.做作地说，装腔作势地说；喃喃地说出 vi.装腔作势说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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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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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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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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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objects 1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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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125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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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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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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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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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opinions 1 n.意见；评价（opinion的复数）；舆论

130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31 paint 1 vt.油漆；绘画；装饰；涂色于；描绘；（用语言，文字等）描写；擦脂粉等 vi.油漆；描绘；绘画；化妆 n.油漆；颜
料，涂料；绘画作品；胭脂等化妆品；色彩，装饰 n.潘（人名）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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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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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performed 1 英 [pə'fɔː m] 美 [pər'fɔː 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135 perhaps 1 adv.或许；（表示不确定）也许；（用于粗略的估计）或许；（表示勉强同意或其实不赞成）也许；可能 n.假定；
猜想；未定之事

136 pieces 1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137 pigment 1 ['pigmənt] n.[物][生化]色素；颜料 vt.给…着色 vi.呈现颜色

138 pnas 1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

139 pointed 1 ['pɔintid] adj.尖的；突出的；锐利的；率直的 v.指出；瞄准（point的过去式）

140 pont 1 [pɔnt] n.（南非的）缆拉渡船 n.(Pont)人名；(法)蓬；(英、西、捷)庞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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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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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processes 1 n.过程；[计]进程（process的复数） v.处理（proces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加工

144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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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147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48 rock 1 [rɔk] n.岩石；摇滚乐；暗礁 vt.摇动；使摇晃 vi.摇动；摇晃 n.(Ro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意、瑞典)罗克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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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sciences 1 科学

151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152 shand 1 n. 尚德

153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154 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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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157 Spain 1 [spein] n.西班牙

158 spat 1 [spæt] n.口角；蚝卵；蚝仔；掌击 vi.争吵；一巴掌打去 v.吐口水（spit的过去式） n.(Spat)人名；(意)斯帕特

159 spit 1 [spit] vi.吐痰；吐口水；发出劈啪声 vt.吐，吐出；发出；发射 n.唾液

160 stick 1 vt.刺，戳；伸出；粘贴 vi.坚持；伸出；粘住 n.棍；手杖；呆头呆脑的人 n.(Stick)人名；(芬)斯蒂克

161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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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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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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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us 1 pron.我们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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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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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wall 1 [wɔ:l] n.墙壁，围墙；似墙之物 vt.用墙围住，围以墙 adj.墙壁的 n.(Wall)人名；(英)沃尔；(德、芬、捷、瑞典)瓦尔

169 way 1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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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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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172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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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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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5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http://www.voase.cn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