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3-12 [As It Is] First Evidence of Horseback Riding Dates back
5,000 Years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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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cept 1 [ək'sept] vt.接受；承认；承担；承兑；容纳 vi.承认；同意；承兑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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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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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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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vances 1 [əd'vaː nsɪz] n. 接近；主动姿态（名词advance的复数形式） v. 前进，进展（动词advan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7 a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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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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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lan 1 ['ælən] n.艾伦（男子名）

10 alliances 1 会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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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3 ancient 1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14 and 1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5 animal 2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6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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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nthony 3 ['æntəni] n.安东尼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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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rchaeologist 5 [,ɑ:ki'ɔlədʒist] n.考古学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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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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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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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shley 2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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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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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attach 1 [ə'tætʃ] vt.使依附；贴上；系上；使依恋 vi.附加；附属；伴随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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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attlefield 1 ['bætlfi:ld] n.战场；沙场

30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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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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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egin 1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34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35 beings 1 ['biː ɪŋz] n. 人；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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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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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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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ones 3 英 [bəʊnz] 美 [boʊnz] n. 骨骼 名词bone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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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42 bronz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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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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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ulgaria 1 [bʌl'gεəriə] n.保加利亚

46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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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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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all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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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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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attle 1 ['kætl] n.牛；牲畜（骂人的话）；家畜；无价值的人 n.(Cattle)人名；(意)卡特莱

52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53 certain 2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54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5 co 2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56 collections 1 [kə'lekʃənz] n. 收集；收藏 名词collection的复数形式.

57 college 2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58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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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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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ommunications 1 英 [kəmjuːnɪ'keɪʃ(ə)nz] 美 [kə̩ mjuːnɪ'keɪʃənz] n. 通信技术；通讯设备 名词communication的复数形式.

62 concept 2 ['kɔnsept] n.观念，概念

63 condition 2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64 control 3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65 controlled 1 [kən'trəuld] adj.受控制的；受约束的；克制的 v.控制；约束（control的过去式）；指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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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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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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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Czech 1 [tʃek] adj.捷克的，捷克人的，捷克语的 n.捷克人；捷克语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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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dating 1 ['deitiŋ] n.约会；记日期的；注明日期 v.约会；定日期（date的ing形式）

72 David 2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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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developm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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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device 1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76 direct 2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关系

77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
78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79 domesticate 1 [dəu'mestikeit, dəu'mestikət, -keit] vt.驯养；教化；引进 vi.驯养；使习惯于或喜爱家务和家庭生活

80 domesticating 1 [də'mestɪkeɪt] vt. 驯养；使专注于家务；教化 n. 家禽；(家养)植物

81 drinking 1 ['driŋkiŋ] n.喝，饮；喝酒 v.饮（drink的ing形式）；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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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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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earliest 3 英 ['ɜ lːiɪst] 美 ['ɜ rːliɪst] n. 最早 adj. 最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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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86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87 effectively 1 [i'fektivli] adv.有效地，生效地；有力地；实际上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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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90 Eurasia 2 [juə'reiʃə] n.欧亚大陆

91 Europe 2 ['juərəp] n.欧洲

92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93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94 evidence 6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95 examined 1 [ɪg'zæmɪnd] adj. 检查过的；诊察过的；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96 Exeter 1 ['eksitə] n.埃克塞特（英国英格兰西南部城市）

97 expand 1 [ik'spænd] vt.扩张；使膨胀；详述 vi.发展；张开，展开

98 expansion 1 [ik'spænʃən] n.膨胀；阐述；扩张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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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101 fastest 1 ['fɑːstɪst] adj. 最快的 形容词fast的最高级形式.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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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Finland 1 ['finlənd] n.芬兰（欧洲）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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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106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7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08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09 generations 1 [dʒenə'reɪʃnz] n. 世代

110 genetic 1 [dʒi'netik] adj.遗传的；基因的；起源的

111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112 half 2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113 harness 1 vt.治理；套；驾驭；披上甲胄；利用 n.马具；甲胄；挽具状带子；降落伞背带；日常工作

114 harnesses 1 英 ['hɑːnɪs] 美 ['hɑ rːnɪs] n. 马具；安全带；甲胄；系在身上的绳子 vt. 束以马具；披上甲胄；利用；管理；控制

115 harnessing 1 英 ['hɑːnɪs] 美 ['hɑ rːnɪs] n. 马具；安全带；甲胄；系在身上的绳子 vt. 束以马具；披上甲胄；利用；管理；控制

116 hartwick 2 n. 哈特威克

117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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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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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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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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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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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122 Helsinki 2 ['helsiŋki] n.赫尔辛基（芬兰首都）

123 herds 1 英 [hɜːd] 美 [hɜ rːd] n. 兽群；牧人；群 vt. 放牧；群集；使 ... 成群，把…赶到一起 vi. 聚在一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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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heyd 2 n. 海德

126 hips 1 abbr. 耐冲击性聚苯乙烯(=High Impact Polystyrene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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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horse 2 n.马；骑兵；脚架；海洛因 vt.使骑马；系马于；捉弄 vi.骑马；作弄人 n.(Horse)人名；(瑞典)霍尔瑟

129 horseback 5 ['hɔ:sbæk] n.马背；峻峭的山脊 adv.在马背上 adj.性急的；草率的；未经充分考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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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horses 9 ['hɔː sɪz] n. 马（名词horse的复数形式） v. 骑马；捉弄（动词hors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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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human 5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33 humans 2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134 Hungary 2 ['hʌŋgəri] n.匈牙利（欧洲国家名）

135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136 identifiable 1 [ai'dentifaiəbl] adj.可辨认的；可认明的；可证明是同一的

137 identified 1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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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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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0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41 indo 1 abbr.间略微分重叠法（IntermediateNeglectofDifferentialOverlap） n.(Indo)人名；(意)因多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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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3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4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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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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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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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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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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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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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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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52 likely 2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153 linked 1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
154 links 1 ['liŋks] n.[计]链接（link的复数）；沙地；沙丘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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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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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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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make 1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160 markers 1 ['mɑːkəz] 标记

161 mark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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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martin 1 ['mɑ:tin] n.紫崖燕

163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64 mean 2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
165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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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milk 1 [milk] n.牛奶；乳状物 vt.榨取；挤…的奶 vi.挤奶 n.(Milk)人名；(英)米尔克

168 milking 1 ['mɪlkɪŋ] n. 挤奶；一次的挤奶量 动词milk的现在分词.

169 Mongolia 1 [mɔŋ'gəuliə; 'mɔn-] n.蒙古

170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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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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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movement 2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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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museum 2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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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76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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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of 2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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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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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onl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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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o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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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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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outram 1 n.(Outram)人名；(英)乌特勒姆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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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partly 1 ['pɑ:tli] adv.部分地；在一定程度上

188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189 pelvis 2 ['pelvis] n.骨盆

190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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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pers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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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94 Plains 1 [pleinz] n.平地，平原（plain的复数）

195 Poland 1 ['pəulənd] n.波兰（欧洲国家）

196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97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198 praised 1 [preɪz] vt. 赞美；称赞 n. 赞美；称赞；崇拜 vi. 赞美

199 present 1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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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previously 2 ['pri:vju:sli] adv.以前；预先；仓促地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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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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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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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railroads 1 英 ['reɪlrəʊd] 美 ['reɪlroʊd] n. 铁路；铁路公司 =railway（英）. vt. 由铁道运输；使（议案等）草草通过；迫使仓促行事 vi.
在铁路公司工作

206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207 reachable 1 ['ri:tʃəbl] adj.可获得的；可达成的

208 relationship 1 [ri'leiʃənʃip] n.关系；关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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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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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republic 1 [ri'pʌblik] n.共和国；共和政体

212 research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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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13 researchers 6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214 reshaped 1 [ˌriː 'ʃeɪp] v. 重新塑造；使成新的形状；改造；打开新局面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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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rider 1 ['raidə] n.骑手；附文；扶手 n.(Rider)人名；(英)赖德；(西)里德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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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riding 4 ['raidiŋ] n.骑马；骑术 v.骑；乘坐（ride的现在分词） n.(Riding)人名；(英)赖丁

218 rode 4 [rəud] v.骑（ride的过去式） n.(Rode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俄、塞、瑞典)罗德

219 Romania 1 [rəu'meinjə] n.罗马尼亚（欧洲巴尔干半岛东北部国家）

220 Russia 1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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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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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scientist 2 ['saiəntist] n.科学家

225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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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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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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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signs 3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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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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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situations 1 [sɪtʃ'ʊeɪʃnz] 现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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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skeletons 1 n. 骷髅；骨骼（skeleton的复数）；流言（歌曲名）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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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spread 2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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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studies 2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240 stud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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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42 syndrome 2 n.[临床]综合症状；并发症状；校验子；并发位 n.(Syndrome)人名；(英)辛德罗姆

243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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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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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the 4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47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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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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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51 thigh 1 [θai] n.大腿，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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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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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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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Thompson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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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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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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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to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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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0 train 1 [trein] n.火车；行列；长队；裙裾 v.培养；训练；瞄准 n.(Train)人名；(英)特雷恩；(法)特兰；(意)特拉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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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trautmann 2 n. 特劳特曼

262 Ukraine 1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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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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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upper 1 ['ʌpə] adj.上面的，上部的；较高的 n.(Upper)人名；(英)厄珀

266 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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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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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69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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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volker 1 n. 人民；民族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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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warriors 1 ['wɒriəz] 武士

274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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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277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78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79 west 1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280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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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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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284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285 wild 1 [waild] adj.野生的；野蛮的；狂热的；荒凉的 n.荒野 adv.疯狂地；胡乱地 n.(Wild)人名；(英)怀尔德；(法、德、葡、捷、
匈)维尔德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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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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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8 wor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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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9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90 writer 3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291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92 years 4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93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294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95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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