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0-13 [Arts and Culture] Museum Marks Rosetta Stone's Role
in Understanding Hieroglyph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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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on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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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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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通话·威妥玛)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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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i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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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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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museum 8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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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1 British 6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12 Egyptian 6 [i'dʒipʃən] adj.埃及的；埃及人的 n.埃及人；古代埃及语

13 hieroglyphs 6 [haɪə'rəɡlɪfs] 象形文字

14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5 ancient 5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16 Rosetta 5 [rəu'zetə] n.罗塞塔（城市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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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called 4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19 exhibition 4 [,eksi'biʃən] n.展览，显示；展览会；展览品

20 for 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1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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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Egypt 3 ['i:dʒipt] n.埃及（非洲国家）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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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mean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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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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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return 3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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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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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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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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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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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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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decipherment 2 [di'saifəmənt] n.解读；翻译；[通信]解密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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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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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egyptians 2 [iː 'dʒɪpʃən] n. 埃及人；古埃及语 名词Egyptian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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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37 france 2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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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hel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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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hidden 2 ['hidən] adj.隐藏的 v.隐藏，躲藏（hide的过去分词） n.(Hidden)人名；(英)希登

41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42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43 ki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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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德、英、葡、捷、西)金；(中)金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京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京

44 marks 2 [ma:rks] n.标记，记号；唛头，分数；台面标志 n.(Marks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瑞典、西、捷)马克斯；(俄)马克思

45 opening 2 ['əupəniŋ] n.开始；机会；通路；空缺的职位 adj.开始的 v.开放（open的ing形式）；打开；公开

46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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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48 properly 2 ['prɔpəli] adv.适当地；正确地；恰当地

49 read 2 [ri:d] vt.阅读；读懂，理解 vi.读；读起来 n.阅读；读物 adj.有学问的 n.(Read)人名；(英)里德

50 reign 2 [rein] vi.统治；支配；盛行；君临 n.统治；统治时期；支配

51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52 star 2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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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5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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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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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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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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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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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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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acceptable 1 [ək'septəbl] adj.可接受的；合意的；可忍受的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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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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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66 adv 1 ['ædvɜːb] abbr. 副词（=adverb）

67 AFP 1 n. 法新社 (=Agence France Presse)；【医】甲胎蛋白（= alpha fetoprotein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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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70 agreement 1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71 Alexandria 1 [,ælig'zɑ:ndriə] n.亚历山大港（位于埃及）；亚历山大市（美国弗吉尼亚一城市）；亚历山大大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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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antiquities 1 [æn'tɪkwəti] n. 古代；古物；古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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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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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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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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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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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81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82 carvings 1 ['kɑːvɪŋz] 雕刻品

83 Caty 1 卡蒂

84 celebrate 1 vt.庆祝；举行；赞美；祝贺；宣告 vi.庆祝；过节；举行宗教仪式

85 Champollion 1 n.(Champollion)人名；(法)商博良

86 clergy 1 ['klə:dʒi] n.神职人员；牧师；僧侣

87 clue 1 [klu:] n.线索；（故事等的）情节 vt.为…提供线索；为…提供情况

88 contains 1 [kən'teɪnz] v.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89 culture 1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90 dates 1 [deɪt] n. 日期；年代；会晤时间；约会；约会对象；枣椰树；枣子 v. 给 ... 标明日期；确定年代；过时；显老；和 ... 约
会；追溯到

91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92 decode 1 英 [ˌdiː 'kəʊd] 美 [ˌdiː 'koʊd] v. 解码；译解；译码

93 decoded 1 英 [ˌdiː 'kəʊd] 美 [ˌdiː 'koʊd] v. 解码；译解；译码

94 demanded 1 英 [dɪ'mɑːnd] 美 [dɪ'mænd] n. 要求；需求 v. 要求；查问；需要

95 demotic 1 [di'mɔtik] adj.通俗的，民众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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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directly 1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98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99 disappeared 1 [dɪsə'piəd] adj. 消失的 动词disapp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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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dispute 1 [dis'pju:t, 'dis-] vt.辩论；怀疑；阻止；抗拒 vi.争论 n.辩论；争吵

102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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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05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06 explores 1 英 [ɪk'splɔː (r)] 美 [ɪk'splɔː r] v. 探测；探险；考察；探究

107 features 1 ['fiː tʃəz] n. 容貌；特征 名词feature的复数形式.

108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09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110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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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Fischer 1 ['fiʃə] n.费舍尔（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）

112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113 foreign 1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114 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115 forms 1 ['fɔː 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
116 fort 1 [fɔ:t] n.堡垒；要塞；（美）边界贸易站 vt.设要塞保卫 vi.构筑要塞 n.(Fort)人名；(法)福尔；(德、英、西、葡、匈)福特

117 francois 1 n.弗朗索瓦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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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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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Greek 1 [gri:k] n.希腊语；希腊人 adj.希腊的；希腊人的，希腊语的

122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
伯、巴基)哈伊

123 hartwig 1 n. 哈特维希

124 hawa 1 哈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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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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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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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127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128 ilona 1 n. 伊洛纳; 伊洛娜

129 importantly 1 [im'pɔ:tntli] adv.重要地；大量地；有名望地；自命不凡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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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32 jean 1 [dʒi:n, dʒein] n.牛仔裤；[纺]斜纹棉布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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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key 1 [ki:] n.（打字机等的）键；关键；钥匙 vt.键入；锁上；调节…的音调；提供线索 vi.使用钥匙 adj.关键的 n.(Key)人名；
(英)基；(德、荷、瑞典)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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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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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language 1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138 languages 1 ['læŋɡwɪdʒɪz] n. 语言 名词language的复数形式.

139 last 1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持，够用；持久 vt.度过，拖过；使维持 adv.最后地；上次，最近；最后一点 n.(La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罗、瑞典)拉斯特

140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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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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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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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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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147 minister 1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148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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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以)莫雷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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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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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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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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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nobody 1 ['nəubədi, -bɔdi] pron.无人，没有人；没有任何人 n.无名小卒；小人物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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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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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159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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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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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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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presse 1 Die Presse (German-Neue Freie Presse)-Vienna's Press (德语)维也纳通信社

165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166 Ptolemy 1 ['tɔlimi] n.托勒密（古希腊天文学家、地理学家）

167 queen 1 [kwi:n] n.女王，王后；（纸牌中的）皇后；（蜜蜂等的）蜂王 vt.使…成为女王或王后 vi.做女王 n.(Queen)人名；(英)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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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
168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169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70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71 request 1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
172 role 1 [rəul] n.角色；任务 n.(Ro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赤几)罗莱

173 ruler 1 ['ru:lə] n.尺；统治者；[测]划线板，划线的人

174 run 1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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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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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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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solved 1 英 [sɒlv] 美 [sɑ lːv] v. 解决；解答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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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stolen 1 ['stəulən] adj.偷走的 v.偷窃；剽窃（steal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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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supporters 1 [sə'pɔː 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
183 surrender 1 [sə'rendə] vt.使投降；放弃；交出；听任 vi.投降；屈服；自首 n.投降；放弃；交出；屈服

184 symbols 1 ['simbəls] n.符号；象征；标志；符号表（symbol的复数）

185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186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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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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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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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Thomas 1 ['tɔməs] n.托马斯（男子名）；多马（耶稣十二门徒之一）

190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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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throu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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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194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195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196 treasures 1 英 ['treʒə(r)] 美 ['treʒər] n. 财富；宝物 vt. 珍藏；珍视

197 troops 1 n.[军]部队；[军]军队（troop的复数形式）

198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199 understanding 1 [,ʌndə'stændiŋ] n.谅解，理解；理解力；协议 adj.了解的；聪明的；有理解力的 v.理解；明白（understand的ing
形式）

200 universal 1 [,ju:ni'və:səl] adj.普遍的；通用的；宇宙的；全世界的；全体的 n.一般概念；普通性

201 unlocking 1 ['ʌn'lɒkɪŋ] n. 接通；开放；解锁 动词unlock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02 us 1 pron.我们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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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walls 1 ['wɔː lz] n. 墙壁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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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207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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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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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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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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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wonderful 1 adj.极好的，精彩的，绝妙的；奇妙的；美妙；胜；神妙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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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4 written 1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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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youn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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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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