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1-14 [Arts and Culture] Italy Cheers Discovery of Ancient
Bronze Statues 词频表词频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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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of 1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and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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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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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atues 13 [s'tætʃuːz] 现状

6 i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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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t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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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were 10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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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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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Italy 7 ['itəli] n.意大利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
14 you 7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5 bronze 6 [brɔnz] n.青铜；古铜色；青铜制品 adj.青铜色的；青铜制的 vt.镀青铜于 vi.变成青铜色，被晒黑 n.(Bronze)人名；(葡)布
龙泽

16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7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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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9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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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dj 4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21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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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casciano 4 n. 卡夏诺

23 discovery 4 [dis'kʌvəri] n.发现，发觉；被发现的事物

24 exceptional 4 [ik'sepʃənəl] adj.异常的，例外的 n.超常的学生

25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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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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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oman 4 ['rəumən] n.罗马人；古罗马语 adj.罗马的；罗马人的

28 San 4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
29 ti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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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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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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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century 3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33 comment 3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34 culture 3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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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lace 3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37 thermal 3 adj.热的；热量的；保热的 n.上升的热气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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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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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ad 2 [,ei 'di:] n.公元

41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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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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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3 bathhouse 2 ['bɑ:θhaus] n.澡堂；更衣室；公共浴室

44 baths 2 [bɑ:ðz] n.洗澡；浴缸（bath的复数形式） v.给…洗澡

45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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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eremony 2 ['seriməuni] n.典礼，仪式；礼节，礼仪；客套，虚礼

48 Dei 2 prep.（意）一些 n.(Dei)人名；(意)代；(俄)杰伊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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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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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faith 2 [feiθ] n.信仰；信念；信任；忠实 n.(Faith)人名；(匈)福伊特；(英)费思，费丝(女名)；(瑞典)法伊特

52 finding 2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53 great 2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54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55 immense 2 [i'mens] adj.巨大的，广大的；无边无际的；非常好的

56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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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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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ma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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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ministry 2 ['ministri] n.（政府的）部门

61 museum 2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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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past 2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64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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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st 2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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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tourism 2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
69 Tuscany 2 ['tʌskəni] n.托斯卡纳区（意大利行政区名）

70 unique 2 [ju:'ni:k] adj.独特的，稀罕的；[数]唯一的，独一无二的 n.独一无二的人或物 n.(Unique)人名；(英)尤妮克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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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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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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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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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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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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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works 2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78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79 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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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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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83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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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85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86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87 ansa 1 ['ænsə] abbr.意大利安莎通讯社（AgenziaNazionaleStampaAssociata） n.(Ansa)人名；(法、土、芬)安萨

88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89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90 Apollo 1 [ə'pɔləu] n.阿波罗（太阳神）；美男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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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archaeologists 1 n.考古学家( archaeologist的名词复数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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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armellini 1 阿尔梅利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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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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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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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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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bagi 1 鲍吉

101 bagni 1 巴尼

102 BC 1 [ˌbiː 'siː ] abbr. 公元前(=Before Christ) =B.；C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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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05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
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106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107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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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110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111 cheers 1 ['tʃiəz] v.感谢；谢谢；再见

112 clay 1 [klei] n.[土壤]粘土；泥土；肉体；似黏土的东西 vt.用黏土处理 n.(Cl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意、葡)克莱

113 cleaned 1 [kliː n] adj. 干净的；纯洁的；完全的；空白的；正当的；精准的 adv. 完全地 n. 清洁 v. 打扫；清扫；擦，刷

114 coins 1 n.硬币（coin的复数）

115 collected 1 [kə'lektid] adj.镇定的；收集成的 v.收集；聚集（collect的过去式）

116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117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118 confirms 1 英 [kən'fɜːm] 美 [kən'fɜ rːm] v. 证实；批准；确定

119 conflicts 1 英 ['kɒnflɪkt] 美 ['kɑːnflɪkt] n. 冲突；战斗；矛盾；斗争 vi. 冲突；抵触；争执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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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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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2 cultural 1 ['kʌltʃərəl] adj.文化的；教养的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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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dip 1 [dip] vt.浸，泡，蘸；舀取；把伸入 vi.浸；下降，下沉；倾斜；舀，掏 n.下沉，下降；倾斜；浸渍，蘸湿 n.(Dip)人名；
(尼)迪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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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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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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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130 empire 1 ['empaiə] n.帝国；帝王统治，君权 n.(Empire)人名；(法)昂皮尔

131 escaping 1 [ɪ'skeɪp] n. 逃跑 动词esca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32 Etruscan 1 adj.伊特鲁里亚文明的 n.伊特鲁里亚语；伊特鲁里亚人

133 exchanges 1 ['ɪks'tʃeɪndʒs] n. 票据交换总额 名词exchang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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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explored 1 [ɪks'plɔː d] adj. 探究的；被勘测的 动词expl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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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figures 1 ['fɪgəs] n. 图形，数字，外形，体型，形状，人物，塑像，图表，(冰上表演动作的)花样（figure的复数形式 v. 是重要部
分，认为，演算，领会到（figur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38 foreigners 1 英 ['fɒrənəz] 美 ['fɔ:rənəz] n. 外籍人员（名词foreigner的复数形式）

139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40 gennaro 1 n.(Gennaro)人名；(意)真纳罗；(法)热纳罗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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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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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go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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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gold 1 [gəuld] n.金，黄金；金色；金币 adj.金的，金制的；金色的 n.(Go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、罗、捷、瑞典)戈尔德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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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47 Greco 1 ['grekəu] n.埃尔格列柯（ElGreco，1541～1614，西班牙画家，原籍希腊） pref.表示“希腊”（=Graeco-）

148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49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0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51 heat 1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
152 height 1 [hait] n.高地；高度；身高；顶点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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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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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155 high 1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156 historical 1 [his'tɔrikəl] adj.历史的；史学的；基于史实的

157 holy 1 [['həuli] adj.圣洁的，神圣的；至善的 n.神圣的东西 （俚）太棒了 n.(Holy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)霍利

158 honor 1 ['ɔnə] n.荣誉；信用；头衔 vt.尊敬（等于honour）；给…以荣誉

159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160 hot 1 [hɔt] adj.热的；辣的；热情的；激动的；紧迫的 adv.热；紧迫地 vi.变热 vt.增加；给…加温 n.(Hot)人名；(塞)霍特；(法)奥
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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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immerse 1 [i'mə:s] vt.沉浸；使陷入

163 immersed 1 [i'mə:st] adj.浸入的；专注的 v.浸（immer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沉湎于

164 interesting 1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
165 Italian 1 adj.意大利的；意大利语的；意大利文化的 n.意大利人；意大利语

166 Jacopo 1 n.(Jacopo)人名；(意)雅各布(男子教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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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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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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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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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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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172 liquid 1 ['likwid] adj.液体的；清澈的；明亮的；易变的 n.液体，流体；流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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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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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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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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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nd 1 abbr.国债（NationalDebt）；国防（NationalDefence）；核装置（NuclearDevice）

179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80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81 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
182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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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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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186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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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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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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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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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plunge 1 n.投入；跳进 vi.突然地下降；投入；陷入；跳进 vt.使陷入；使投入；使插入

192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93 practice 1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194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195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196 project 1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197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198 protected 1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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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201 recreation 1 [,rekri'eiʃən, -kri:-] n.娱乐；消遣；休养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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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204 religious 1 [ri'lidʒəs] adj.宗教的；虔诚的；严谨的；修道的 n.修道士；尼姑

205 repaired 1 英 [rɪ'peə(r)] 美 [rɪ'per] v. 修理；修补；补救；赴；去 n. 修理；修补；补救；维修工作；维修状态

206 replies 1 [rɪ'plaɪ] v. 回答；答复；回应 n. 回答；答复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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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represent 1 [,repri'zent] vt.代表；表现；描绘；回忆；再赠送 vi.代表；提出异议

209 retur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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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returning 1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
211 Rome 1 [rəum] n.罗马（意大利首都）

212 Ruins 1 n.遗迹（ruin的复数形式）；废墟 v.毁灭（ruin的三单形式）

213 rule 1 [ru:l] vi.统治；管辖；裁定 n.统治；规则 vt.统治；规定；管理；裁决；支配 n.(Rule)人名；(英)鲁尔；(塞)鲁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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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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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scientific 1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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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219 share 1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
220 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221 siena 1 [si'enə] n.锡耶纳（意大利城市）

222 significant 1 [sig'nifikənt] adj.重大的；有效的；有意义的；值得注意的；意味深长的 n.象征；有意义的事物

223 silver 1 ['silvə] n.银；银器；银币；银质奖章；餐具；银灰色 adj.银的；含银的；有银色光泽的；口才流利的；第二十五周年的
婚姻 vi.变成银色 vt.镀银；使有银色光泽 n.(Silver)人名；(法)西尔韦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西尔弗

224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225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226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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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229 sto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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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231 sun 1 [sʌn] n.太阳 vt.使晒 vi.晒太阳 n.(Sun)人名；(中)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孙；(缅)素；(土)松

232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33 terracotta 1 [,terə'kɔtə] n.陶瓦；赤土陶器；赤土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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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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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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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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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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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241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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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traveling 1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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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46 twenty 1 ['twenti] n.二十；二十年代 num.二十 adj.二十的

247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48 unlike 1 [,ʌn'laik] adj.不同的，不相似的 prep.和…不同，不像

249 unrest 1 [,ʌn'rest] n.不安；动荡的局面；不安的状态

250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251 unusually 1 [ʌn'ju:ʒuəli] adv.非常；异乎寻常地；显著地

252 valuable 1 ['væljuəbl] adj.有价值的；贵重的；可估价的 n.贵重物品

253 want 1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
254 war 1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255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256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257 welcome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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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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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韦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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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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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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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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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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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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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65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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