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1-13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Researchers Might Have
Found Oldest Alphabetic Sentence in Israel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5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2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tha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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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i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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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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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said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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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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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 was 10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9 and 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0 comb 8 [kəum] n.梳子；蜂巢；鸡冠 vt.梳头发；梳毛 vi.（浪）涌起

11 O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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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ncient 7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13 found 7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4 writing 7 ['raitiŋ] n.书写；作品；著作；[法]笔迹 v.书写（write的ing形式）

15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6 Garfinkel 6 n. 加芬克尔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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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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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0 sentence 6 ['sentəns] n.[语][计]句子，命题；宣判，判决 vt.判决，宣判

21 Canaanite 5 ['keinənait] n.迦南人；迦南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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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lice 5 [lais] n.虱子（louse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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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lphabet 4 n.字母表，字母系统；入门，初步 n.Google创建的名为Alphabet的公司，改变Google原有公司架构，旨在使其当下主
要业务和长期投资项目间的区别更加清晰。

26 alphabetic 4 [,ælfə'betikəl, ,ælfə'betik] adj.字母的；照字母次序的

27 canaanites 4 n.迦南人（Canaanite的复数形式）

28 Hebrew 4 ['hi:bru:] n.希伯来人，犹太人；希伯来语 adj.希伯来人的；希伯来语的

29 known 4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30 letters 4 [letəz] n.[语]字母；书信；读者投书栏（letter的复数） v.用字母标明；用印刷体写（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31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2 such 4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33 written 4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
34 added 3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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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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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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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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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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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discovery 3 [dis'kʌvəri] n.发现，发觉；被发现的事物

40 enough 3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41 fir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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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hair 3 [hεə] n.头发；毛发；些微 vt.除去…的毛发 vi.生长毛发；形成毛状纤维 adj.毛发的；护理毛发的；用毛发制成的

43 Israel 3 ['izreiəl] n.以色列（亚洲国家）；犹太人，以色列人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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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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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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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period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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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researchers 3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49 spok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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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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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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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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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university 3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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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word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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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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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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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9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60 beard 2 [biəd] vt.公然反对；抓…的胡须 n.胡须；颌毛 vi.充当掩护；充当男随员 n.(Beard)人名；(英)比尔德

61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62 complete 2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
63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64 dated 2 ['deitid] adj.陈旧的；过时的；有日期的 v.注有日期（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5 dating 2 ['deitiŋ] n.约会；记日期的；注明日期 v.约会；定日期（dat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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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early 2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68 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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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成为相等
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69 experts 2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70 full 2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71 further 2 ['fə:ðə] adv.进一步地；而且；更远地 adj.更远的；深一层的 vt.促进，助长；增进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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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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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75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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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language 2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77 objec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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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oldest 2 ['əuldist] adj.最老的（old的最高级）；最旧的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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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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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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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phase 2 n.月相 n.（月亮的）盈亏 n.时期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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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professor 2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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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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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shows 2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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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ud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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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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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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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tusk 2 [tʌsk] n.长牙；尖头，尖形物 vt.以牙刺戳；以长牙掘 n.(Tusk)人名；(波)图斯克

94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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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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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97 word 2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
98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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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101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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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04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05 arabic 1 ['ærəbik] adj.阿拉伯的；阿拉伯人的 n.阿拉伯语

106 Aramaic 1 [,ærə'meiik] n.阿拉姆语 adj.阿拉姆语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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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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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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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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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arranged 1 [ə'reɪndʒd] adj. 安排的；准备的 动词arr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12 Austrian 1 ['ɔstriən] adj.奥地利的；奥地利人的 n.奥地利人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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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base 1 [beis] n.基础；底部；垒 adj.卑鄙的；低劣的 vt.以…作基础 n.(Base)人名；(日)马濑(姓)

115 beards 1 英 [bɪəd] 美 [bɪrd] n. 胡须 vt. 公开反对；抓住胡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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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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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boar 1 [bɔ:] n.野猪；（未阉的）公猪 n.(Boar)人名；(罗)博阿尔

120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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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carbon 1 ['kɑ:bən] n.[化学]碳；碳棒；复写纸 adj.碳的；碳处理的 n.(Carbon)人名；(西)卡尔翁；(法)卡尔邦；(英)卡本

122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23 civilizations 1 [sɪvɪlaɪ'zeɪʃnz] n. 文明

124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125 comparing 1 [kəm'peərɪŋ] n. 比较 动词compare的现在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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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contained 1 [kən'teind] adj.泰然自若的，从容的；被控制的 v.包含；遏制（contain的过去分词）；容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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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129 c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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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cyrillic 1 [si'rilik] adj.古代斯拉夫语字母的 n.斯拉夫字母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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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debate 1 [di'beit] vt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vi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n.辩论；辩论会

133 definitely 1 ['definitli] adv.清楚地，当然；明确地，肯定地

134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35 deser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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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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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138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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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earliest 1 英 ['ɜ lːiɪst] 美 ['ɜ rːliɪst] n. 最早 adj. 最早的

141 eastern 1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142 Egypt 1 ['i:dʒipt] n.埃及（非洲国家）

143 Eleanor 1 ['elənə; -nɔ:] n.埃莉诺（女子名）

144 elephant 1 ['elifənt] n.象；大号图画纸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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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47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148 everyday 1 ['evridei] adj.每天的，日常的 n.平时；寻常日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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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exact 1 adj.准确的，精密的；精确的 vt.要求；强求；急需 vi.勒索钱财

151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152 failed 1 [feild] adj.已失败的，不成功的 v.失败，不成功（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53 felix 1 ['fi:liks] n.菲力克斯（男子名）；费力克斯制导炸弹

154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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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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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flat 1 adj.平的；单调的；不景气的；干脆的；平坦的；扁平的；浅的 adv.（尤指贴着另一表面）平直地；断然地；水平地；直
接地，完全地 n.平地；公寓；平面 vt.使变平；[音乐]使（音调）下降，尤指降半音 vi.逐渐变平；[音乐]以降调唱（或奏）
n.（法）弗拉特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弗莱特（人名）

158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159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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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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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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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64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165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66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67 inscription 1 [in'skripʃən] n.题词；铭文；刻印

168 inscriptions 1 [ɪnsk'rɪpʃnz] 铭文

169 insects 1 ['ɪnsekts] n. 昆虫；虫子；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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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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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invented 1 [ɪn'ventɪd] v. 发明；创造，捏造（动词inv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 已发明的

172 Israeli 1 [iz'reili] adj.以色列的；以色列人的 n.以色列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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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ivory 1 ['aivəri] n.象牙；乳白色；长牙 adj.乳白色的；象牙制的 n.(Ivory)人名；(英)艾沃里

175 Jerusalem 1 n.耶路撒冷(以色列首都)；耶路撒冷〔巴勒斯坦古城,犹太教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〕

176 journal 1 ['dʒə:nəl] n.日报，杂志；日记；分类账

177 lands 1 [lændz] n. 平原；土地 名词land的复数形式.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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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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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181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82 Latin 1 ['lætin] adj.拉丁语的；拉丁人的 n.拉丁语；拉丁人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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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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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186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87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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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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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1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192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93 material 1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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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196 Mediterranean 1 [,meditə'reiniən] n.地中海 adj.地中海的

197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198 method 1 ['meθəd] n.方法；条理；类函数 adj.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

199 microscopic 1 [,maikrə'skɔpik] adj.微观的；用显微镜可见的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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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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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mo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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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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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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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neat 1 [ni:t] adj.灵巧的；整洁的；优雅的；齐整的；未搀水的；平滑的

206 notable 1 ['nəutəbl] adj.值得注意的，显著的；著名的 n.名人，显要人物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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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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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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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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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opens 1 英 ['əʊpənz] 美 ['oʊpənz] v. 打开 动词ope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12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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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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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palace 1 ['pælis] n.宫殿；宅邸；豪华住宅

215 pieces 1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216 preserved 1 [pri'zə:vd] adj.保藏的；腌制的；喝醉的 n.(Preserved)人名；(英)普里泽夫德

217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218 publication 1 [,pʌbli'keiʃən] n.出版；出版物；发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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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rank 1 [ræŋk] n.排；等级；军衔；队列 adj.讨厌的；恶臭的；繁茂的 vt.排列；把…分等 vi.列为；列队 n.(R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
芬、捷)兰克

221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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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3 remarkable 1 [ri'mɑ:kəbl] adj.卓越的；非凡的；值得注意的

224 remove 1 [ri'mu:v] vt.移动，迁移；开除；调动 vi.移动，迁移；搬家 n.移动；距离；搬家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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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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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228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229 root 1 [ru:t, rut] n.根；根源；词根；祖先 vi.生根；根除 vt.生根，固定；根源在于 n.(Root)人名；(英)鲁特；(德、瑞典)罗特

230 row 1 [rəu] n.行，排；划船；街道；吵闹 vt.划船；使……成排 vi.划船；争吵 n.(Row)人名；(英)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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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232 script 1 [skript] n.脚本；手迹；书写用的字母 vt.把…改编为剧本 vi.写电影脚本

233 securely 1 [si'kjuəli] adv.安全地；牢固地；安心地；有把握地

234 Semitic 1 [si'mitik; se-] adj.闪米特人的；闪族语系的 n.闪族人；闪语族

235 sentences 1 ['sentəns] n. 句子；判决 vt. 宣判；判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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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seventeen 1 [,sevən'ti:n] n.十七，十七个 adj.十七岁的；十七的，十七个的 num.十七 n.(Seventeen)人名；(瑞典)塞文滕

238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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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241 Sinai 1 ['sainai; 'saini,ai] n.西奈

242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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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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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>稍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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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sticks 1 [stɪks] n. 偏远的乡村；郊区 名词stick的复数形式.

247 stood 1 [stud] v.站立（sta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8 subject 1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
249 suggest 1 vt.提议，建议；启发；使人想起；显示；暗示

250 surface 1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
251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52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253 teacher 1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254 teeth 1 [ti:θ] n.牙齿

255 tells 1 [tel] v. 告诉；吩咐；讲述；表达；辨别；判断；泄露；告发；产生效果

256 temple 1 ['templ] n.庙宇；寺院；神殿；太阳穴 n.(Temple)人名；(法)唐普勒；(英)坦普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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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text 1 [tekst] n.[计]文本；课文；主题 vt.发短信

258 thin 1 [θin] adj.薄的；瘦的；稀薄的；微弱的 vt.使瘦；使淡；使稀疏 vi.变薄；变瘦；变淡 adv.稀疏地；微弱地 n.细小部分 n.
(Thin)人名；(越)辰；(柬)廷

259 tiny 1 ['taini] adj.微小的；很少的 n.(Tiny)人名；(葡、印)蒂尼

260 tooth 1 [tu:θ] n.牙齿 vt.给……装齿 vi.啮合 n.(Tooth)人名；(英)图思

261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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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us 1 pron.我们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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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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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walrus 1 ['wɔ:lrəs, 'wɔl-] n.海象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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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wealthy 1 ['welθi] adj.富有的；充分的；丰裕的 n.富人

270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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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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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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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74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275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76 yosef 1 优素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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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