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9-14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Earliest Medical Operation
Might Have Been 31,000 Years Ago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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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cident 2 ['æksidənt] n.事故；意外；[法]意外事件；机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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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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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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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ds 1 abbr.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(=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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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dult 2 ['ædʌlt, ə'dʌlt] adj.成年的；成熟的 n.成年人

9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0 afterward 1 ['ɑ:ftəwəd, 'æf-] adv.以后，后来

11 ago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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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gricultural 1 [,ægri'kʌltʃərəl] adj.农业的；农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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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15 amputate 1 ['æmpjuteit] vt.截肢；切断；删除

16 amputation 3 [,æmpju'teiʃən] n.截肢；切断（术）

17 amputee 1 [,æmpju'ti:] n.被截肢者

18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9 ancient 3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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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nthropologist 2 [,ænθrə'pɔlədʒist] n.人类学家；人类学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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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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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5 around 3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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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rticle 1 ['ɑ:tikəl] n.文章；物品；条款；[语]冠词 vt.订约将…收为学徒或见习生；使…受协议条款的约束 vi.签订协议；进行控告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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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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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 assume 1 vi.假定；设想；承担；采取 vt.僭取；篡夺；夺取；擅用；侵占

31 assumed 1 [ə'sju:md] adj.假定的；假装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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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ustralia 1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34 basic 1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
35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6 been 8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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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39 believe 2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40 bitten 1 vt.咬（bite的过去分词）刺痛；有咬（或叮）的习性

41 blood 1 [blʌd] n.血，血液；血统 vt.从…抽血；使先取得经验 n.(Blood)人名；(英、西)布拉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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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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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bone 2 [英[bəʊn] 美[bon]] n.骨；骨骼 vt.剔去...的骨；施骨肥于 vi.苦学；专心致志 n.(Bone)人名；(英)博恩；(法、西、罗、塞)博
内；(老)奔

44 bones 2 英 [bəʊnz] 美 [boʊnz] n. 骨骼 名词bone的复数形式.

45 Borneo 1 ['bɔ:niəu] n.婆罗洲（加里曼丹的旧称）

46 broken 1 ['brəukən] adj.破碎的；坏掉的 v.折断；打碎；损坏（break的过去分词）

47 burial 2 ['beriəl] n.埋葬；葬礼；弃绝 adj.埋葬的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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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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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51 cared 1 英 [keə(r)] 美 [ker] v. 关心；担忧；照顾；喜爱；介意；倾向于；愿望；在乎 n. 小心；照料；忧虑；注意；护理

52 carefully 1 ['kɛəfəli] adv.小心地

53 caring 1 ['kεəriŋ] adj.有同情心的；表示或感到关怀或关心的 v.关心；照顾（care的现在分词）

54 carrying 1 ['kærɪɪŋ] adj. 运送的；运输的 n. 运送；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.

55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56 c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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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hild 4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58 clean 1 [kli:n] adj.清洁的，干净的；清白的 vt.使干净 vi.打扫，清扫 adv.完全地 n.打扫 n.(Clean)人名；(英)克林

59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60 concluded 1 [kən'kluːd] vt. 推断出；缔结；使结束 vi. 结束；总结；作决定；作协议

61 conference 1 n.会议；讨论；协商；联盟；（正式）讨论会；[工会、工党用语]（每年的）大会 vi.举行或参加（系列）会议

62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63 creature 1 ['kri:tʃə] n.动物，生物；人；创造物

64 crocodile 1 ['krɔkə,dail] n.鳄鱼

65 crushing 1 ['krʌʃiŋ] adj.压倒的；决定性的；不能站起来；支离破碎的 v.压破，征服，冲入（cr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66 cultures 1 ['kʌltʃəz] n. 文化 名词culture的复数形式.

67 cut 3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68 cutting 1 ['kʌtiŋ] n.[机]切断；剪辑；开凿 adj.锋利的；严寒的；尖酸刻薄的 v.削减（cut的ing形式）；采伐；切开 n.(Cutting)人
名；(英)卡廷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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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demonstrates 1 ['demənstreɪt] vt. 证明；演示；示范 vi. 示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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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developments 1 [dɪ'veləpmənts] n. 建设；发展；开发区 名词development的复数形式.

73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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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dying 1 ['daiiŋ] adj.临终的，垂死的 n.死，死亡 v.死，死亡；枯萎；失去活力（die的ing形式）

75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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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earliest 3 英 ['ɜ lːiɪst] 美 ['ɜ rːliɪst] n. 最早 adj. 最早的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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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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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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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83 eventually 1 [i'ventʃuəli] adv.最后，终于

84 evidence 3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85 examining 1 adj.审查的；考试的 v.检查；审讯；进行考试（examine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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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87 expected 2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88 explained 1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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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expression 1 [英 [ɪk'spreʃn] 美 [ɪkˈsprɛʃən] n.表现，表示，表达；表情，脸色，态度，腔调，声调；式，符号；词句，语句，措
辞，说法

91 falling 1 ['fɔ:liŋ] adj.下降的；落下的 n.下降；落下；陷落 v.落下（fall的ing形式） n.(Falling)人名；(瑞典)法林

92 farmer 2 ['fɑ:mə] n.农夫，农民 n.(Farmer)人名；(英)法默；(法)法尔梅；(西)法梅尔

93 fatal 1 ['feitl] adj.致命的；重大的；毁灭性的；命中注定的 n.(Fatal)人名；(葡、芬)法塔尔

94 fend 2 [fend] vt.谋生；保护；挡开；供养 vi.照料；供养；力争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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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97 foot 3 [fut] n.脚；英尺；步调；末尾 vi.步行；跳舞；总计 vt.支付；给……换底 n.(Foot)人名；(英)富特

98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99 forearm 1 ['fɔ:rɑ:m] n.前臂 vt.预先武装；准备

100 forests 1 英 ['fɒrɪst] 美 ['fɔː rɪst] n. 森林；林火 vt. (用树林)覆盖；置于(树林中)

101 fracture 2 ['fræktʃə] n.破裂，断裂；[外科]骨折 vi.破裂；折断 vt.使破裂

102 French 1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
103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04 gotten 1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
105 Griffith 1 ['grifiθ] n.格里菲思（女子名，Griffin的异体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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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had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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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8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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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healed 1 [hiː l] vt. 治愈；使恢复健康；使和解 vi. 痊愈

110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11 healthcare 1 ['helθkeə] 保健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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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Hills 1 n.希尔思（猫粮品牌）

114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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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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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human 2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18 humans 3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119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20 i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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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1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122 Indonesia 1 ['indəu'ni:zjə,-ʒə] n.印尼，印度尼西亚（东南亚岛国）

123 infection 3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
124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25 invention 1 [in'venʃən] n.发明；发明物；虚构；发明才能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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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7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8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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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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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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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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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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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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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knowledge 1 ['nɔlidʒ] n.知识，学问；知道，认识；学科 n.(Knowledge)人名；(南非)诺利奇

136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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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Las 1 [læs] abbr.阿拉伯国家联盟（LeagueofArabStates）；大气科学实验室（LaboratoryofAtmosphericSciences）；光敏开关
（LightActivatedSwitch）

139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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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left 5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142 leg 5 [leg] n.腿；支柱

143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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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limb 2 [lim] n.肢，臂；分支；枝干 vt.切断…的手足；从…上截下树枝 n.(Limb)人名；(朝)林；(英)利姆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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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lived 1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
148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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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150 losing 1 ['lu:ziŋ] n.损失；失败 adj.输的；失败的；导致失败的 v.失去；损失（lose的ing形式）；错过

151 loss 1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
152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153 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154 maddie 1 n. 玛迪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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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maloney 5 n. 马洛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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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medical 6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59 medicine 1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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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162 miss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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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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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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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muc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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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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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Nevada 1 [ni'vædə; -'vɑ:-] n.内华达（美国州名）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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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newer 1 [n'juːər] adj. 较新的 形容词new的比较级.

170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171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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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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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of 1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74 off 3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175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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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operation 1 [,ɔpə'reiʃən] n.操作；经营；[外科]手术；[数][计]运算

177 operations 1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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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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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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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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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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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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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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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peoples 1 ['piː plz] n. 民族

186 perform 1 [pə'fɔ:m] vt.执行；完成；演奏 vi.执行，机器运转；表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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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person 3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
189 plant 1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特；(法)普朗

190 prehistoric 1 [,pri:hi'stɔrik] adj.史前的；陈旧的

191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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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prevented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
193 probable 1 ['prɔbəbl] adj.很可能的；可信的 n.很可能的事；大有希望的候选者

194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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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races 1 abbr.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国内应急通信业务(=Radio Amateur Civil Emergency Service)

197 rainforest 1 英 ['reɪnfɒrɪst] 美 ['reɪnfɔː rɪst] n. 雨林

198 remained 1 [rɪ'meɪn] v. 剩余；逗留；留下；依然；保持 n. 剩余物；遗迹；残骸

199 remaining 1 [rɪ'meɪnɪŋ] adj. 剩余的

200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201 removed 3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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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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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04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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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rewrites 1 [ˌriː 'raɪt] n. 重写；改写 vt. 改写；重写 vi. 修改

207 rising 1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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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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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said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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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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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schrenk 3 施伦克

213 scientists 5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14 sharp 1 adj.急剧的；锋利的；强烈的；敏捷的；刺耳的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；突然地 n.尖头 vt.磨快；把音调升高 vi.升音演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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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.(Sharp)人名；(英)夏普

215 sharply 1 ['ʃa:pli]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

216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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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17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218 signs 2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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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skeleton 1 ['skelitən] n.骨架，骨骼；纲要；骨瘦如柴的人 adj.骨骼的；骨瘦如柴的；概略的

221 societies 2 [sə'saɪəti] n. 社会；(共同遵守一定的习俗、法律等的）特定群体；社团；协会；上层社会；社交圈；交往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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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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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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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steep 2 [sti:p] adj.陡峭的；不合理的；夸大的；急剧升降的 vt.泡；浸；使…充满 vi.泡；沉浸 n.峭壁；浸渍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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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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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study 9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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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suggests 3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230 surgery 3 ['sə:dʒəri] n.外科；外科手术；手术室；诊疗室

231 surviving 1 [sə'vaiviŋ] adj.继续存在的；未死的；依然健在的 v.生存（survive的ing形式）

232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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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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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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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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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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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40 thick 1 [θik] n.最拥挤部分；活动最多部分；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.厚的；浓的；粗大的 adv.密集地；浓浓地，厚厚地 n.
(Thick)人名；(英)西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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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243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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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thought 3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5 tim 1 [tim] n.蒂姆（男子名）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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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to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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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8 tool 2 [tu:l] n.工具，用具；器械，机床；手段 vi.使用工具；用机床装备工厂 vt.用工具给……加工

249 treatment 1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250 tru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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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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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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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Vegas 1 [veigəs] n.维加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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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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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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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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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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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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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without 3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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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5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266 writers 2 ['raɪtəz] 作家

267 years 7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68 young 2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
269 yourself 2 [jɔ:'self, juə-, jə-] pron.你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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