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0-04 [Arts and Culture] France Wonders_ Who Owns Colonial
Art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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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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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cused 1 [ə'kju:zd] n.被告 adj.被控告的 v.指责；控告（accuse的过去式）

4 accuses 1 [ə'kjuːz] v. 谴责；控告；指责

5 ac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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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ctivist 1 ['æktivist] n.积极分子；激进主义分子

7 activists 4 ['æktɪvɪsts] 积极分子

8 Acts 1 [ækts] abbr.声控遥测系统（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）；声控制与遥测系统（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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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11 African 6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12 africans 1 n. 非洲人（African的复数形式）

13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4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5 agreed 1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16 aim 1 vt.目的在于；引导；把…对准 vi.打算；对准目标；瞄准 n.目的；目标；对准

17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8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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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ngry 1 ['æŋgri] adj.生气的；愤怒的；狂暴的；（伤口等）发炎的

21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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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rgue 1 ['ɑgju:] vi.争论，辩论；提出理由 vt.辩论，争论；证明；说服 n.(Argue)人名；(英、法)阿格

24 argued 1 英 ['ɑːɡju ]ː 美 ['ɑ rːɡju ]ː v. 说服；争论；辩论

25 art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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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rtwork 1 ['ɑ:twə:k] n.艺术品；插图；美术品

27 artworks 4 ['ɑ tːwɜːks] 艺术品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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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30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31 asked 2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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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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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 attempted 2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
35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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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anks 1 [bæŋks] n.班克斯（姓氏）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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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40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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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egun 1 [bi'gʌn] v.开始（begin的过去分词） n.(Begun)人名；(俄)别贡；(英)贝根

42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43 belongs 3 英 [bɪ'lɒŋ] 美 [bɪ'lɔː ŋ] vi. 应归入；属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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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igger 1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
46 black 1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47 bones 1 英 [bəʊnz] 美 [boʊnz] n. 骨骼 名词bone的复数形式.

48 born 1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49 branly 2 布朗利

50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51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52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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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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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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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57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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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had 1 [tʃæd] n.乍得（非洲国名）

60 Chirac 1 希拉克（人名）

61 colonial 4 [kə'ləunjəl] n.殖民地居民 adj.殖民地的，殖民的

62 colonies 2 英 ['kɒləni] 美 ['kɑ lːəni] n. 殖民地；侨居地；侨民；聚居(地)；群体；菌落

63 colonized 1 英 ['kɒlənaɪz] 美 ['kɑ lːənaɪz] v. 开拓殖民地；移居于殖民地

64 committed 1 [kə'mitid] adj.坚定的；效忠的；承担义务的 v.承诺；委托；干坏事；付诸（commit的过去分词）

65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
66 Congo 2 ['kɔŋgəu] n.刚果（位于非洲中部）

67 Congolese 1 [,kɔŋgəu'li:z] adj.刚果人的；刚果语的 n.刚果人；刚果语

68 considering 1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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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countries 3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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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court 3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(法)库尔

73 crime 1 [kraim] n.罪行，犯罪；罪恶；犯罪活动 vt.控告……违反纪律

74 criminal 1 ['kriminəl] n.罪犯 adj.刑事的；犯罪的；罪恶的

75 cry 1 [krai] vt.叫喊；哭出；大声说 n.叫喊；叫声；口号；呼叫 vi.哭；叫；喊

76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特

77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78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79 defended 1 [dɪ'fend] v. 防守；防护；辩护

80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81 dies 1 ['daii:z] v.死亡；消失（动词di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凋谢 n.[机]模具（名词die的复数）；（拉）日 n.(Dies)人名；(英)戴
斯；(西)迭斯

82 discussions 1 [dɪs'kʌʃnz] 讨论

83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84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85 Eiffel 1 ['aifəl] n.艾菲尔铁塔（法国著名建筑）；埃菲尔（姓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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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emery 1 ['eməri] n.金刚砂；[矿物]刚玉砂 n.(Emery)人名；(英)埃默里；(西、意、葡)埃梅里

87 emmanuel 1 [i'mænjuəl] n.以马内利（耶稣基督的别称）；伊曼纽尔（男子名，等于Immanuel）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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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European 3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90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91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92 express 1 [ik'spres] vt.表达；快递 adj.明确的；迅速的；专门的 n.快车，快递，专使；捷运公司

93 face 1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94 facebook 1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95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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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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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fine 1 [fain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细小的，精美的；健康的；晴朗的 n.罚款 vt.罚款；澄清 adv.很好地；精巧地 n.(Fine)人名；(意)菲
内；(英)法恩

99 fines 1 [fainz] n.罚款（fine的复数）；粉末；细骨料 v.使精细；变好；处…以罚金（fine的三单形式） n.(Fines)人名；(瑞典)菲内
斯；(英)法因斯；(法)菲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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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102 form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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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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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05 france 4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106 French 9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
107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08 funeral 3 ['fju:nərəl] n.葬礼；麻烦事 adj.丧葬的，出殡的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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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111 goutal 1 古塔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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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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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guards 1 ['gɑrd] n. 警卫；狱吏；看守；护卫队 名词guard的复数形式.

116 guilty 1 ['gilti] adj.有罪的；内疚的

117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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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8 hands 1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
119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120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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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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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h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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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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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heir 1 [εə] n.[法]继承人；后嗣；嗣子

125 heirs 1 ['eəz] n. 继承人 名词heir的复数形式.

126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27 holds 1 英 [həʊldz] 美 [hoʊldz] n. 货舱；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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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however 2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130 ideas 1 观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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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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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3 injustice 1 [in'dʒʌstis] n.不公正；不讲道义

134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35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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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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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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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jacques 1 [ʒɑ:k,dʒeks] n.雅克（男子名）

141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142 judge 2 [dʒʌdʒ] vt.判断；审判 n.法官；裁判员 vi.审判；判决 n.(Judge)人名；(英)贾奇

143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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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law 2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146 lawyer 4 ['lɔ:jə] n.律师；法学家 n.(Lawyer)人名；(英)劳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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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149 legal 2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150 legitimate 2 [li'dʒitimət, li'dʒitimeit] adj.合法的；正当的；合理的；正统的 vt.使合法；认为正当（等于legitimize）

151 liberation 1 [,libə'reiʃən] n.释放，解放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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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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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4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155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156 macron 1 ['mækrɔn, 'mei-] n.长音符号（加于元音上） n.(Macron)人名；(法)马克龙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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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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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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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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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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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Marseille 1 [ma:'seil] n.法国马赛市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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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166 mistakes 1 [mɪ'steɪk] n. 错误；误会；过失 v. 误解；弄错

167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68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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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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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museum 7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72 museums 3 [m'juːziəmz] n. 博物馆，展览馆（名词museum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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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75 negotiations 1 [nɪɡəʊʃ'ɪeɪʃnz] n. 协商；谈判；磋商 名词negotiation的复数形式.

176 Netherlands 1 ['neðələndz] n.荷兰（形容词Netherlandish）；地区名

177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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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no 1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180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181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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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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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185 of 1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86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87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88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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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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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opportunity 1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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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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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3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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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owns 2 英 [əʊn] 美 [oʊn] adj. 自己的；特有的 n. 自己的东西 v. 承认；拥有

196 Paris 2 ['pæris] n.巴黎（法国首都）；帕里斯（特洛伊王子）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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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199 peaceful 1 ['pi:sful] adj.和平的，爱好和平的；平静的

200 permitted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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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203 placed 1 [pleɪst] adj. 名列前茅的（多指赛马）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04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
205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206 pole 4 [pəul] n.杆；极点；电极 vt.用竿支撑 n.(Pole)人名；(英)波尔；(俄)波列；(塞)波莱

207 political 3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208 poor 1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209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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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prison 2 ['prizən] n.监狱；监禁；拘留所 vt.监禁，关押 n.(Prison)人名；(德)普里松

212 prize 1 [praiz] n.奖品；奖赏；战利品 vt.珍视；捕获；估价 adj.获奖的

213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214 property 1 ['prɔpəti] n.性质，性能；财产；所有权

215 prosecutor 2 ['prɔsikju:tə] n.检察官；公诉人；[法]起诉人；实行者

216 protest 1 [prəu'test, 'prəu-] vi.抗议；断言 vt.抗议；断言 n.抗议 adj.表示抗议的；抗议性的

217 protests 2 英 ['prəʊtest] 美 ['proʊtest] n. 抗议；反对 v. 抗议；反对；申明；断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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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punishment 1 ['pʌniʃmənt] n.惩罚；严厉对待，虐待

219 quai 2 码头 n.(Quai)人名；(意)夸伊

220 qualities 1 [统计] 质

221 question 2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222 questions 2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223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24 racial 1 ['reiʃəl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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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receive 2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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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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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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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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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restitution 2 [,resti'tju:ʃən] n.恢复；赔偿；归还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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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returned 2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234 right 2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235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236 river 1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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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rulers 1 ['ru lːəz] 尺子

239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40 said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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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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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seeks 1 [siː k] vt. 寻求；追求；试图 vi. 寻找

243 seine 1 [sein] n.围网；拖地大网 vt.用围网捕捞 vi.用围网捕鱼

244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245 shand 2 n. 尚德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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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7 should 4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248 shouted 1 ['ʃaʊtɪd] v. 呼喊；高声呼叫（动词shou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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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showcase 1 ['ʃəukeis] n.陈列橱，[家具]陈列柜；显示优点的东西 vt.使展现；在玻璃橱窗陈列

251 sits 1 [sɪt] v. 坐；栖息；使就座 n. 坐；栖息

252 skull 1 [skʌl] n.头盖骨，脑壳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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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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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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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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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someone 3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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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stands 1 [stænd] v. 站立；忍受；位于；停滞 n. 站立；货摊；停顿；看台

260 state 3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261 steal 1 vt.剽窃；偷偷地做；偷窃 vi.窃取；偷偷地行动；偷垒 n.偷窃；便宜货；偷垒；断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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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2 stealing 2 ['sti:liŋ] n.偷窃；贼赃；偷垒（棒球比赛中的犯规行为） adj.有偷窃行为的 v.偷盗；抄袭（steal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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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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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straight 2 adj.直的；连续的；笔直的；正直的；整齐的；异性恋的 adv.直接地；不断地；立即；坦率地 n.直；直线；直男，直
女，异性恋者 n.(Straight)人名；(英)斯特雷特

267 structure 1 ['strʌktʃə] n.结构；构造；建筑物 vt.组织；构成；建造

268 susan 2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69 symbolism 2 ['simbəlizəm] n.象征，象征主义；符号论；记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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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take 3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272 taken 2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273 taking 2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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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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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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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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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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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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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81 they 10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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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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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4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285 threatens 1 ['θretn] v. 威胁；恐吓；似将发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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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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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to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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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9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90 tower 1 ['tauə] n.塔；高楼；堡垒 vi.高耸；超越 n.(Tower)人名；(英)托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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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trial 6 ['traiəl] n.试验；审讯；努力；磨炼 adj.试验的；审讯的 n.(Trial)人名；(法)特里亚尔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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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4 trophy 1 ['trəufi] n.奖品；战利品；纪念品 vt.用战利品装饰 adj.显示身份的；有威望的 n.(Trophy)人名；(法)特罗菲

295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296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297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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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urgency 1 ['ə:dʒənsi] n.紧急；催促；紧急的事

299 us 1 pron.我们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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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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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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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video 1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304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305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306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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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7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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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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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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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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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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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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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who 6 pron.谁；什么人

316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317 winning 1 ['winiŋ] adj.胜利的；获胜的 n.胜利；获得；成功 v.获胜（win的ing形式） n.(Winn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法)温宁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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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320 wonders 1 ['wʌndəz] n. 奇观 wonder的复数形式.

321 wood 1 [wud] n.木材；木制品；树林 vi.收集木材 vt.植林于；给…添加木柴 n.(Wood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、阿拉伯)伍德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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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3 works 4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24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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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Yvon 1 n. 伊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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