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-08-25 [Arts and Culture] Robot Guides Visitors Through Greek
Cave 词频表
the 6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in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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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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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of 2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4 it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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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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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and 1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6 is 1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7 cav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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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 robot 12 ['rəubɔt, -bət, 'rɔbət] n.机器人；遥控设备，自动机械；机械般工作的人
9 to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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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

通话·威妥玛)

guide 10 [gaid] n.指南；向导；入门书 vt.引导；带领；操纵 vi.担任向导 n.(Guide)人名；(法、葡)吉德
11 can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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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

的）食品罐头

Persephone 8 [pə:'sefəni; pə-] n.珀尔塞福涅（宙斯之女，被冥王劫持娶作冥后）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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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 visitors 8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15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6 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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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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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

伯)赛义德

human 6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19 many 6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20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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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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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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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 tour 5 [tuə] n.旅游，旅行；巡回演出 vt.旅行，在……旅游；在……作巡回演出 vi.旅行，旅游；作巡回演出 n.(Tour)人名；(瑞典)
18

托尔；(英)图尔

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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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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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first

4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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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 Greece 4 希腊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29 guides 4 [gaɪdz] n. 导架 名词guide的复数形式.
30 kartalis 4 卡尔塔利斯
31 languages 4 ['læŋɡwɪdʒɪz] n. 语言 名词language的复数形式.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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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dded 3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34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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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 formed 3 [fɔ:md] adj.成形的，成形 v.成形加工（form过去时形式）
37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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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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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teresting 3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39 markes 3 马克斯
40 meters 3 英 ['miːtə(r)] 美 ['miː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41 moves 3 [muːv] n.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.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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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44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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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

·威妥玛)

stops 3 英 [stɒp] 美 [stɑːp] v. 停止；阻止；停留 n. 停止；逗留；车站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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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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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49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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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 along 2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52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53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54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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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 Ashley 2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56 back 2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后
45

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believe 2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58 capacity 2 [kə'pæsəti] n.能力；容量；资格，地位；生产力
59 contains 2 [kən'teɪnz] v.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60 conversation 2 n.交谈，会话；社交；交往，交际；会谈；（人与计算机的）人机对话
61 Czech 2 [tʃek] adj.捷克的，捷克人的，捷克语的 n.捷克人；捷克语
62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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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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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ripping 2 ['dripiŋ] n.滴；水滴；滴下物 adj.湿淋淋的；欲滴的 adv.欲滴地；湿淋淋地 v.滴下（drip的ing形式）
64 English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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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 fascinating 2 ['fæsineitiŋ] adj.迷人的；吸引人的；使人神魂颠倒的 v.使…着迷；使…陶醉（fascinate的ing形式）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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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7 god 2 [gɔd] n.神；（大写首字母时）上帝 vt.膜拜，崇拜 n.(God)人名；(索、阿拉伯)古德
68 Greek 2 [gri:k] n.希腊语；希腊人 adj.希腊的；希腊人的，希腊语的
69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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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0 informal 2 adj.非正式的；不拘礼节的；随便的；通俗的；日常使用的
71 kingdom 2 ['kiŋdəm] n.王国；界；领域 n.(Kingdom)人名；(英)金德姆
72 language 2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73 minerals 2 ['mɪnərəlz] n. 矿产品；矿物；矿产 名词mineral的复数形式.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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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63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my 2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76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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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7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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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8 operation 2 [,ɔpə'reiʃən] n.操作；经营；[外科]手术；[数][计]运算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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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75

土)奥韦尔
80

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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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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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iece 2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82 pointed 2 ['pɔintid] adj.尖的；突出的；锐利的；率直的 v.指出；瞄准（point的过去式）
83 roc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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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4 slower 2 英 [sləʊər] 美 [sloʊər] adj. 慢一点 形容词slow的比较级.
85 speaks 2 [spiːk] v. 讲；说话；演说；发言
86 speed 2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繁
81

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stalactites 2 [s'tæləktaɪts] n. 石钟乳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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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9 takes 2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90 talk 2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91 Thompson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92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93 under 2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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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5 walkway 2 ['wɔ:kwei] n.通道，[建]走道
96 water 2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97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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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8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99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100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87
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02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103 am 1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101

ed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105 appealing 1 [ə'pi:liŋ] adj.吸引人的；动人的；引起兴趣的；恳求似的 v.恳求（appeal的ing形式）；将…上诉
106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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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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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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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09 beautiful 1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110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111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112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113 black 1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108
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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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5 bright 1 [brait] adj.明亮的，鲜明的；聪明的；愉快的 adv.明亮地；光明地；欢快地 n.车头灯光 n.(Bright)人名；(英)布赖特
116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117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118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119 Caty 1 卡蒂
120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121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122 cliff 1 [klif] n.悬崖；绝壁 n.(Cliff)人名；(英)克利夫
123 colors 1 ['kɒlərz] n. 彩色 名词color的复数形式.
1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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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125 considering 1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126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127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128 creating 1 [kri'ː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129 creators 1 创造者
130 culture 1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131 daughter 1 ['dɔ:tə] n.女儿；[遗][农学]子代 adj.女儿的；子代的
132 delay 1 [di'lei] vi.延期；耽搁 vt.延期；耽搁 n.延期；耽搁；被耽搁或推迟的时间 n.(Delay)人名；(英)迪莱；(法)德莱
133 Demeter 1 [di'mi:tə] n.得墨忒耳（掌农业，结婚，丰饶之女神）
134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135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136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124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earth 1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138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139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140 enjoyed 1 [ɪn'dʒɔɪd] v. 享受，喜欢（动词enj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41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142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143 euros 1 n. 欧元 名词euro的复数形式.
144 even 1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137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rywhere 1 ['evrihwεə] adv.到处 n.每个地方
146 experienced 1 [ik'spiəriənst] adj.老练的，熟练的；富有经验的
147 explored 1 [ɪks'plɔːd] adj. 探究的；被勘测的 动词expl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148 eyes 1 n.眼睛（eye的复数） n.(Eyes)人名；(英)艾斯
149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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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1 foreign 1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152 formations 1 [fɔː'meɪʃnz] 群系
153 foundation 1 [faun'deiʃən] n.基础；地基；基金会；根据；创立
154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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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6 goddess 1 ['gɔdis] n.女神，受崇拜的女性
157 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158 ground 1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145
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160 guiding 1 ['ɡaɪdɪŋ] n. 指导；导向；导航；引导 adj. 指导的；导航的；导向的 动词guide的现在分词.
161 hangs 1 [hæŋ] v. 悬挂；(使)低垂；悬浮(在空中)；逗留；绞死 n. 悬挂方式；悬挂；绞刑
162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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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3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159
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165 helpful 1 ['helpful] adj.有帮助的；有益的
166 her 1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167 hill 1 [hil] n.小山；丘陵；斜坡；山冈 n.(Hill)人名；(法、西)伊尔；(德、英、匈、捷、罗、芬、瑞典)希尔
168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1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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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

1 [həul] n.洞，孔；洞穴，穴；突破口 vi.凿洞，穿孔；（高尔夫球等）进洞 vt.凿洞 n.(Hole)人名；(瑞典、挪)霍勒；(英)霍
尔

hole

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171 humans 1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172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173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174 intelligent 1 [in'telidʒent] adj.智能的；聪明的；理解力强的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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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76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177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178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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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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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181 king 1 [英[kɪŋ] 美[kɪŋ]] n.国王；最有势力者；王棋 vi.统治；做国王 vt.立…为王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，最大的 n.(King)人名；
180

(德、英、葡、捷、西)金；(中)金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京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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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3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184 listened 1 ['lɪsn] v. 听；倾听；听从；听信 n. 听；倾听
185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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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2
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18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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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chine 1 [mə'ʃi:n] n.机械，机器；机构；机械般工作的人 vt.用机器制造 n.(Machine)人名；(意)马基内
189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190 million 1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191 mineral 1 ['minərəl] n.矿物；（英）矿泉水；无机物；苏打水（常用复数表示） adj.矿物的；矿质的
192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193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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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88

以)莫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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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

must

195

na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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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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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7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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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9 natur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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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0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201 Nikos 1 尼科斯
202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203 northeast 1 [,nɔ:θ'i:st] adj.东北的；向东北的；来自东北的 n.东北 adv.向东北；来自东北
204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205 note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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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06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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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8 opened 1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209 original 1 [ə'ridʒənəl] n.原件；原作；原物；原型 adj.原始的；最初的；独创的；新颖的
210 partners 1 英 ['pɑːtnə(r)] 美 ['pɑːrtnər] n. 伙伴；搭档；伴侣；合伙人 v. 同 ... 合作；做 ... 的搭档
1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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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212 Patrick 1 ['pætrik] n.帕特里克（男子名）
213 Pluto 1 ['plu:təu] n.[天]冥王星；冥王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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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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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11
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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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7 public 1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218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219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220 r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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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1 remain 1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222 remaining 1 [rɪ'meɪnɪŋ] adj. 剩余的
223 replace 1 [ri'pleis] vt.取代，代替；替换，更换；归还，偿还；把…放回原处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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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5 republic 1 [ri'pʌblik] n.共和国；共和政体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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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227 rest 1 [rest] vt.使休息，使轻松；把…寄托于 n.休息，静止；休息时间；剩余部分；支架 vi.休息；静止；依赖；安置 n.(Rest)人
216
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
robots 1 ['rəʊbɒts] 机器人
229 roof 1 [ru:f, ruf] n.屋顶；最高处，顶部；最高限度 vt.给…盖屋顶，覆盖 n.(Roof)人名；(英)鲁夫
230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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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28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233 scientific 1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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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5 shapes 1 [ʃeɪp] n. 形状；形式；身材；定形 vt. 塑造；定形；使 ... 成形
236 sh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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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32

肖

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238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239 sized 1 [saizd] adj.有…大小的 v.相比（size的过去分词）；按大小分类
240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241 sm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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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37
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smoothly 1 ['smu:ðli] adv.平稳地，平滑地；流畅地，流利地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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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4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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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2

>稍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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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6 spiritual 1 ['spiritjuəl, -tʃuəl] n.圣歌（尤指美国南部黑人的） adj.精神的，心灵的
247 stalagmite 1 ['stæləgmait, stə'lægmait] n.石笋；石笋状
248 stalagmites 1 [stæ'ləɡmaɪts] 石笋
249 sticks 1 [stɪks] n. 偏远的乡村；郊区 名词stick的复数形式.
250 substitute 1 ['sʌbstitju:t, -tu:t] n.代用品；代替者 vi.替代 vt.代替
251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252 surprising 1 [sə'praiziŋ] adj.令人惊讶的；意外的 v.使惊奇；意外发现（surprise的ing形式）
253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254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245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的）售得金额

talking 1 ['tɔ:kiŋ] adj.说话的，多嘴的；有表情的 n.讲话，谈论 v.谈论；讲话（talk的ing形式） n.(Talking)人名；(英)托金
256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257 television 1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258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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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0 Thessaloniki 1 [,θesa:lɔ:'ni:ki:] n.塞萨洛尼基（希腊古城）
261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262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263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264 touring 1 ['tuəriŋ] adj.游览的；游客的 n.游览；转动 v.旅行；作巡回演讲（tour的ing形式）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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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66 travelers 1 [t'rævlərz] 旅游者
267 underground 1 ['ʌndəgraund] adv.在地下；秘密地 adj.地下的；秘密的；先锋派的 n.地下；地铁；地道；地下组织；秘密活动；
255

先锋派团体

underworld 1 ['ʌndəwə:ld] n.黑社会；地狱；下层社会；尘世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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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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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1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272 visited 1 v.拜访，访问（visit的过去式）
273 VOA 1 英 [ˌviː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274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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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6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277 welcome 1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278 welcomes 1 ['welkəm] vt. 欢迎 adj. 受欢迎的 n. 欢迎 int. 欢迎(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)
279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268

韦尔

wheels 1 [wiːl] n. 方向盘；车轮；旋转；周期 vi. 旋转；转动；改变方向 vt. 用车运；转动；给 ... 装轮子
281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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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0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283 wife 1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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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5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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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87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288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289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2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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