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1-17 [As It Is] House in Pompeii Provides Look at Life in
Ancient Roman City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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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tually 2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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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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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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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ll 1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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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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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nd 1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2 another 1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13 anxieties 1 [æŋ'zaɪəti] n. 焦虑；担心；渴望

14 anxiety 1 [æŋ'zaiəti] n.焦虑；渴望；挂念；令人焦虑的事

15 architect 1 ['ɑ:kitekt] n.建筑师 缔造者

16 architecture 1 n.建筑学；建筑风格；建筑式样；架构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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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rianna 1 n. 安里安娜

19 a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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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sh 1 [æʃ] n.灰；灰烬 n.(Ash)人名；(英、俄、捷)阿什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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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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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 aulu 2 奥卢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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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became 2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26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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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29 belonged 1 [bɪ'lɒŋd] v. 应归入；属于（动词belon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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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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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33 brothers 1 英 ['brʌðə(r)] 美 ['brʌðər] n. 兄弟；教友；同胞；<俚>老兄

34 buried 1 ['berid] adj.埋葬的；埋藏的 v.埋葬（bu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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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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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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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39 character 1 ['kærəktə] n.性格，品质；特性；角色；[计]字符 vt.印，刻；使具有特征 n.(Character)人名；(英)克拉克特

40 child 1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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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ity 3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42 cleaning 1 ['kli:niŋ] n.清洗；清除；去污；大败 v.清洁（clean的ing形式）

43 closed 2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44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45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46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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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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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upid 1 ['kju:pid] n.丘比特（罗马神话中的爱神）

50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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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details 1 n.细节（detail的复数）；详细资料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三单形式）

53 difficulties 1 ['dɪfɪkəlti] n. 困难；争议；麻烦

54 director 2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55 discover 1 [dis'kʌvə] vt.发现；发觉 vi.发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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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displayed 1 [dis'pleid] adj.显示的 v.表现（display的过去分词）；展示；陈列

58 domus 1 ['dəʊməs] [法] 房屋, 住宅, 住所

59 Dreams 1 [driː mθ] n. 梦想 名词dream的复数形式.

60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61 elements 1 ['elɪmənts] n. 要素，元素；基本原则；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

62 elite 2 [ei'li:t, i'li:t] n.精英；精华；中坚分子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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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enslaved 1 [ɪn'sleɪv] vt. 使做奴隶；使处于奴役的状态

65 etc 2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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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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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69 final 1 ['fainl] adj.最终的；决定性的；不可更改的 n.决赛；期末考试；当日报纸的末版

70 floor 1 [flɔ:] n.地板，地面；楼层；基底；议员席 vt.铺地板；打倒，击倒；（被困难）难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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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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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freed 1 [f'riː d] adj. 释放的 动词fre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74 fresco 2 ['freskəu] n.壁画 n.(Fresco)人名；(英、意、西、葡)弗雷斯科

75 frescoes 4 英 ['freskəʊ] 美 ['freskoʊ] n. 壁画

76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77 Gabriel 1 ['geibriəl; 'gɑ:bri:'el] n.加布里埃尔（男子名）；加百利（替上帝把好消息报告世人的天使）

78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79 goddess 1 ['gɔdis] n.女神，受崇拜的女性

80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81 gre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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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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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4 hall 1 n.过道，门厅，走廊；会堂；食堂；学生宿舍；大厅，前厅；娱乐中心，会所 n.（土）哈勒（人名）；（德、波、丹、
芬、瑞典）哈尔（人名）；（英）霍尔（人名）；（法）阿尔（人名）

85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86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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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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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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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 Hera 1 ['hiərə] n.赫拉（主神宙斯之妻）

89 Hercules 3 ['hə:kjuli:z] n.[天]武仙座；力士；大力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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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home 4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92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93 house 8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94 image 2 ['imidʒ] n.影像；想象；肖像；偶像 vt.想象；反映；象征；作…的像 n.(Image)人名；(法)伊马热

95 images 2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96 imaginary 1 [i'mædʒinəri] adj.虚构的，假想的；想像的；虚数的

97 imagination 1 [i,mædʒi'neiʃən] n.[心理]想象力；空想；幻想物

98 improvement 1 n.改进，改善；提高

99 in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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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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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1 interests 1 ['ɪntrəst] n. 兴趣；嗜好；利息；股份 v. 使…感兴趣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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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3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4 i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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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kill 1 [kil] vt.杀死；扼杀；使终止；抵消 vi.杀死 n.杀戮；屠杀 adj.致命的；致死的 n.(Kill)人名；(德)基尔

106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07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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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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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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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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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laws 1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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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life 4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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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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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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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liv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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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loo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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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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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men 4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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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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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24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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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mount 1 vt.增加；爬上；使骑上马；安装，架置；镶嵌，嵌入；准备上演；成立（军队等） vi.爬；增加；上升 n.山峰；底
座；乘骑用马；攀，登；运载工具；底座 n.（英）芒特（人名） v.登上；骑上

126 nervousness 1 ['nə:vəsnis] n.神经质；[心理]神经过敏；紧张不安

127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28 newly 1 ['nju:li] adv.最近；重新；以新的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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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130 of 2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31 offers 1 英 ['ɒfə(r)] 美 ['ɔː fər] vt. 提供；提出；（卖方）出价；贡献 vi. 提议；出现；求婚 n. 提议；出价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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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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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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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opened 1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
136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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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138 organized 1 ['ɔ:gənaizd] adj.有组织的；安排有秩序的；做事有条理的 v.组织（organize的过去分词）

139 original 1 [ə'ridʒənəl] n.原件；原作；原物；原型 adj.原始的；最初的；独创的；新颖的

140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41 overcame 1 [,əuvə'keim] v.克服（overcome的过去式）

142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143 owners 2 ['əʊnəz] 业主

144 paintings 2 ['peɪntɪŋz] n. 绘画作品；绘画艺术 名词painting的复数形式.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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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partial 1 ['pɑ:ʃəl] adj.局部的；偏爱的；不公平的

147 pentheus 1 n.彭透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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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perfect 1 ['pə:fikt, pə'fekt] adj.完美的；最好的；精通的 vt.使完美；使熟练 n.完成式 n.(Perfect)人名；(英)珀费克特

150 perhaps 1 adv.或许；（表示不确定）也许；（用于粗略的估计）或许；（表示勉强同意或其实不赞成）也许；可能 n.假定；
猜想；未定之事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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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phase 2 n.月相 n.（月亮的）盈亏 n.时期

153 pompeian 1 [pɔm'peiən; ,pi:-] adj.（古意大利）庞培城的

154 Pompeii 8 [pɔm'peii:; -'pei] n.庞培（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一古城）

155 Pompeiian 1 n. 庞贝(被维苏威火山灰埋掉的意大利古都)

156 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157 possibility 1 [,pɔsə'biləti] n.可能性；可能发生的事物

158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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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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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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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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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rebirth 1 [,ri:'bə:θ, 'ri:b-] n.再生；复兴

164 reopening 1 英 [ˌriː 'əʊpən] 美 [ˌriː 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
165 repair 1 [ri'pεə] vi.修理；修复 vt.修理；恢复；补救，纠正 n.修理，修补；修补部位

166 repairing 1 [ri'peəriŋ] v.修复（repair的ing形式）；修理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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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168 represents 1 [ˌreprɪ'zent] vt. 表现；表示；描绘；代表；象征；说明；阐明 vi. 提出异议

169 restoration 5 [,restə'reiʃən] n.恢复；复位；王政复辟；归还

170 restore 1 [ri'stɔ:] vt.恢复；修复；归还 vi.恢复；还原

171 restored 1 [rɪ'stɔː d] adj. 恢复的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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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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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rich 1 adj.富有的；肥沃的；昂贵的 adj.油腻的，含有很多脂肪 n.(Rich)人名；(丹)里克；(捷)里赫；(英、西)里奇；(葡、法)里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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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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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6 rooms 1 [ruːm] n. 房间；空间；机会 v. 寄宿；给…提供留宿

177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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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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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181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182 shared 1 英 [ʃeəd] 美 [ʃerd] adj. 共享的；共用的 v. 分享，共享；分配；共有（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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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84 sh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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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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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187 slaves 1 [sleɪv] n. 奴隶；像奴隶般受制的人；【机】从动装置 v. 做苦工；做奴隶；拼命干

188 snakes 2 [脊椎]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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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191 society 5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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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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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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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spinosa 1 斯皮诺萨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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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stand 1 [stænd] vi.站立；位于；停滞 vt.使站立；忍受；抵抗 n.站立；立场；看台；停止

198 status 3 n.地位；状态；情形；重要身份

199 still 1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200 stories 1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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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structural 1 ['strʌktʃərəl] adj.结构的；建筑的

203 successful 1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
204 t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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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the 4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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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08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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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thinks 1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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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thou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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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3 throug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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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to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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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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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216 trade 2 [treid] n.贸易，交易；行业；职业 vi.交易，买卖；以物易物 vt.用…进行交换

217 traditions 1 [trə'dɪʃnz] 传统

218 tried 1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
219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20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21 urgent 1 ['ə:dʒənt] adj.紧急的；急迫的

222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223 values 1 ['væljʊz] n. 价值观念；价值标准 名词value的复数形式.

224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225 Vesuvius 1 [vi'su:vjəs] n.维苏威火山（意大利西南部）

226 vetti 5 韦蒂

227 visitors 1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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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volcanic 1 [vɔl'kænik] adj.火山的；猛烈的；易突然发作的 n.火山岩

230 wall 1 [wɔ:l] n.墙壁，围墙；似墙之物 vt.用墙围住，围以墙 adj.墙壁的 n.(Wall)人名；(英)沃尔；(德、芬、捷、瑞典)瓦尔

231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32 wax 1 [wæks] n.蜡；蜡状物 vt.给…上蜡 vi.月亮渐满；增大 adj.蜡制的；似蜡的 n.(Wax)人名；(德、罗、匈、英)瓦克斯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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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wealth 1 [welθ] n.财富；大量；富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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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were 5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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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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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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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241 wine 2 [wain] n.酒，葡萄酒；紫红色 vi.喝酒 vt.请…喝酒 n.(Wine)人名；(英)瓦恩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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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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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5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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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6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47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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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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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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