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9-10 [As It Is] Prehistoric Arabia Brought Early Humans from
Africa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2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and 1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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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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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early 9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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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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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human 7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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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伯)赛义德

11 Africa 6 ['æfrikə] n.非洲

12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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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humans 6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14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5 Lakes 6 [leiks] n.[地理]湖泊，湖畔；[涂料]色淀 n.(Lakes)人名；(德)拉克斯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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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8 animals 5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19 Arabian 5 [ə'reibiən] adj.阿拉伯的；阿拉伯人的 n.阿拉伯人

20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1 peninsula 5 [pi'ninsjulə] n.半岛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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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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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ncient 4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25 climate 4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26 region 4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27 stor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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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rabia 3 [ə'reibiə] n.阿拉伯半岛（亚洲西南部，等于ArabianPeninsula）

29 archaeological 3 [,ɑ:kiə'lɔdʒikəl] adj.[古]考古学的；[古]考古学上的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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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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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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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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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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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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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7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38 past 3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39 periods 3 ['pɪrɪədz] n.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.

40 prehistoric 3 [,pri:hi'stɔrik] adj.史前的；陈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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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remains 3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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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several 3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45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46 wat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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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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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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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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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brought 2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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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desert 2 ['dezət] vt.遗弃；放弃；逃跑 vi.遗弃；开小差；逃掉 n.沙漠；荒原；应得的赏罚 adj.沙漠的；荒凉的；不毛的

55 dunes 2 [djuːnz] n. 沙丘 名词dune的复数形式.

56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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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Germany 2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59 Gregory 2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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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1 hippos 2 英 ['hɪpəʊ] 美 ['hɪpoʊ] n. <非>河马 =hippopotamus

62 history 2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63 institute 2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64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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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Levant 2 [li'vænt] vi.躲债；逃亡；躲避 n.(Levant)人名；(法)勒旺；(俄)列万特

66 litt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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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max 2 n.]完全；彻底；最大限度；最大量；最大数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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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moved 2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70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71 northeast 2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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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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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out 2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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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75 parts 2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76 petraglia 2 彼得拉利亚

77 Planck 2 [pla:ŋk] n.普朗克（德国物理学家）

78 potts 2 n. 波茨

79 pursuit 2 [pə'sju:t] n.追赶，追求；职业，工作

80 researchers 2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81 sand 2 [sænd] n.沙；沙地；沙洲；沙滩；沙子 vt.撒沙于；以沙掩盖；用砂纸等擦平或磨光某物；使撒沙似地布满；给…掺沙子
vi.被沙堵塞 n.(S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芬、罗、捷、挪)桑德；(瑞典)桑德；(法)桑

82 savannah 2 [sə'vænə] n.大草原，热带草原（等于savanna）

83 science 2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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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showed 2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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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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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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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tools 2 [tu lː] n. 工具，用具（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）；器具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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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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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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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94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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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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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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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00 antelopes 1 英 ['æntɪləʊp] 美 ['æntɪloʊp] n. 羚羊；羚羊皮革

101 archaeologist 1 [,ɑ:ki'ɔlədʒist] n.考古学家

102 archaeology 1 [,ɑ:ki'ɔlədʒi] n.考古学 考古学的

103 archeological 1 [ˌɑːkɪə'lɒdʒɪkəl] adj. 考古学的 =archaeological.

104 archeologists 1 n.考古学家（archeologist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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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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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7 attracted 1 [ə'trækt] v. 吸引；引来

108 Australia 1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109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110 ba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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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112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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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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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biological 1 [,baiəu'lɔdʒik,-kəl] adj.生物的；生物学的

116 bodies 1 英 ['bɒdi] 美 ['bɑːdi] n. 身体；主体；正文；主要部分；尸体；躯体；团体 v. 赋…以形体

117 bones 1 英 [bəʊnz] 美 [boʊnz] n. 骨骼 名词bone的复数形式.

118 bridge 1 [bridʒ] n.桥；桥牌；桥接器；船桥 vt.架桥；渡过 n.(Bridge)人名；(英)布里奇

119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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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carried 1 ['kærid] adj.被运的；入神的；忘我的 v.保持（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搬运

122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23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124 chasing 1 ['tʃeisiŋ] n.[建]雕镂术；车螺丝雕镂；铸件最后抛光 v.追赶（chase的ing形式） n.(Chasing)人名；(英)蔡辛

125 Christina 1 [kri'sti:nə] n.克里斯蒂娜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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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color 1 ['kʌlə] n.颜色；肤色；颜料；脸色 vt.粉饰；给...涂颜色；歪曲 vi.变色；获得颜色

128 colored 1 ['kʌləd] adj.有色的；着色的；有色人种的 v.把...染色，粉饰，脸红（color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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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combined 1 [kəm'baind] adj.结合的；[数]组合的 v.使结合；联合（combine的过去分词）

130 connection 1 n.连接；关系；人脉；连接件

131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32 country 1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
乐的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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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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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deals 1 [diː l] n. 协定；交易；大量 v. 应付；分配；处理；交易；经营

136 deep 1 [di:p] n.深处；深渊 adj.深的；低沉的；深奥的 adv.深入地；深深地；迟 n.(Deep)人名；(英)迪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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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directs 1 [də'rekt] adj. 直接的；笔直的；坦白的 v. 对准；指挥；指示；命令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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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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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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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Eurasia 1 [juə'reiʃə] n.欧亚大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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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extend 1 [ik'stend] vt.延伸；扩大；推广；伸出；给予；使竭尽全力；对…估价 vi.延伸；扩大；伸展；使疏开

145 eye 1 [ai] n.眼睛；视力；眼光；见解，观点 vt.注视，看 n.(Eye)人名；(德)艾厄；(英)艾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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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flowing 1 ['fləuiŋ] adj.流动的；平滑的；上涨的 v.流动；起源；上涨（flow的ing形式）

148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49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150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151 grassland 1 ['grɑ:slænd] n.草原；牧草地

152 Grasslands 1 n.[畜牧]草原；大草原（grassland的复数形式）

153 gray 1 [grei] adj.灰色的；苍白的；灰白头发的；阴郁的 n.灰色；暗淡的光线 vi.成为灰色或灰白 vt.使成灰色或灰白 n.(Gray)人
名；(意)格拉伊；(英、法、葡、瑞典)格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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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156 Hills 1 n.希尔思（猫粮品牌）

157 hippopotamuses 1 [hɪpə'pɒtəməsɪz] n. 河马（hippopotamus的复数形式）

158 hundred 1 ['hʌndrəd] n.一百；许多 adj.一百的；许多的 num.百；百个

159 huw 1 n. 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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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62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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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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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66 Israel 1 ['izreiəl] n.以色列（亚洲国家）；犹太人，以色列人

167 Jena 1 ['jeinə] n.耶拿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城市）

168 Jordan 1 ['dʒɔ:dən] n.约旦（阿拉伯北部的国家）；乔丹（男子名）

169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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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knew 1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
172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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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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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larson 1 n. 拉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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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Lebanon 1 ['lebənən] n.黎巴嫩（西南亚国家，位于地中海东岸）

178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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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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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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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184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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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187 migration 1 [mai'greiʃən] n.迁移；移民；移动

188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189 movements 1 ['muːvmənts] n. 动作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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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museum 1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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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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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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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196 noticed 1 ['nəʊtɪst] v. 注意，通知，留意（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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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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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oldest 1 ['əuldist] adj.最老的（old的最高级）；最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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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orange 1 ['ɔrindʒ, 'ɔ:-] adj.橙色的；橘色的 n.橙；橙色；桔子 n.(Orange)人名；(英)奥林奇；(法)奥朗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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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ostriches 1 英 ['ɒstrɪtʃ] 美 ['ɑːstrɪtʃ] n. 驼鸟；驼鸟般的人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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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pattern 1 ['pætən] n.模式；图案；样品 vt.模仿；以图案装饰 vi.形成图案

206 patterns 1 ['pætənz] n. 式样；图案；样式；模式 名词的pattern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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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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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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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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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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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rebuild 1 [,ri:'bild, 'ri:,bild] vt.重建；改造，重新组装；复原 vi.重建

214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15 records 1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216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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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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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8 repeated 1 [ri'pi:tid] adj.再三的，反复的 v.重复；复述（repeat的过去分词）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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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221 rick 1 [rik] vt.把…堆成垛；（英）扭伤 vi.扭伤 n.干草堆；扭伤；人力车 adj.伪装的 n.(Rick)人名；(瑞典)里克；

222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223 Rivers 1 ['rivə:s] n.里弗斯（人名）；河流州（尼日利亚州名）；河水钻

224 rocks 1 n.[岩]岩石，岩礁；岩石礁石（rock复数形式） v.轻轻摇摆；发抖；演唱摇滚乐（rock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Rocks)
人名；(英、德)罗克斯

225 rolling 1 ['rəuliŋ] n.旋转；动摇；轰响 adj.旋转的；起伏的；波动的

226 satellite 1 ['sætəlait] n.卫星；人造卫星；随从；卫星国家

227 saudi 1 adj.沙特阿拉伯（人或语）的； n.沙特阿拉伯人 n.SaudiArabianAirlines的简称，沙特阿拉伯航空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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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
230 served 1 英 [sɜːv] 美 [sɜ rː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
231 settlement 1 ['setlmənt] n.解决，处理；[会计]结算；沉降；殖民

232 settlements 1 ['setlmənts] 沉降量；定居点，殖民地（settlement的复数）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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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肖

234 signs 1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235 smithsonian 1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(United States National Museum) 史密斯森协会(联合国博物馆)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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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soil 1 [sɔil] n.土地；土壤；国家；粪便；务农；温床 vt.弄脏；污辱 vi.变脏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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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>稍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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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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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243 suggest 1 vt.提议，建议；启发；使人想起；显示；暗示

244 surrounded 1 [sə'raʊndɪd] adj. 被 ... 环绕着的 动词surrou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

245 Syria 1 ['si:riə; 'si-] n.叙利亚共和国

246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247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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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49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250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51 tinted 1 adj. 带色彩的 动词ti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52 travels 1 ['trævəlz] n. 漫游；旅行 名词travel的复数形式.

253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254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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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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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welcom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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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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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260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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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263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264 windows 1 ['windəuz] n.微软公司生产的“视窗”操作系统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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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6 wor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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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7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68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269 writers 1 ['raɪtəz] 作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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