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0-12 [Arts and Culture] What Has Happened to Columbus
Day 词频表词频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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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in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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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Columbus 23 [kə'lʌmbəs] n.哥伦布（美国一座城市）；哥伦布（意大利航海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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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to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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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day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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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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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9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0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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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2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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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holiday 5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
14 October 5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15 States 5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16 American 4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7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18 explorer 4 n.探险家；勘探者；探测器；[医]探针

19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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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his 4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1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2 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3 Monday 4 ['mʌndi] n.星期一

24 native 4 ['neitiv] adj.本国的；土著的；天然的；与生俱来的；天赋的 n.本地人；土产；当地居民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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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statues 4 [s'tætʃuːz] 现状

27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8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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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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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rrival 3 [ə'raivəl] n.到来；到达；到达者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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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Cities 3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34 honoring 3 履行

35 indigenous 3 [in'didʒinəs] adj.本土的；土著的；国产的；固有的

36 meant 3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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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past 3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39 second 3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40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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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America 2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42 Americas 2 [ə'merikəz] n.美洲

43 anger 2 ['æŋgə] n.怒，愤怒；忿怒 vt.使发怒，激怒；恼火 vi.发怒；恼火 n.(Anger)人名；(罗)安杰尔；(法)安热；(德、捷、瑞典)
安格尔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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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5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46 bo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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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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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atholic 2 ['kæθəlik] adj.天主教的；宽宏大量的 n.天主教徒；罗马天主教

49 celebration 2 [,seli'breiʃən] n.庆典，庆祝会；庆祝；颂扬

50 charitable 2 ['tʃærətəbl] adj.慈善事业的；慷慨的，仁慈的；宽恕的

51 Christopher 2 ['kristəfə] n.克里斯多夫（男子名）

52 death 2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53 declared 2 [di'klεəd] adj.公然的；公开宣布的

54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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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happened 2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7 historical 2 [his'tɔrikəl] adj.历史的；史学的；基于史实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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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injustice 2 [in'dʒʌstis] n.不公正；不讲道义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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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62 jr 2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63 legacy 2 ['legəsi] n.遗赠，遗产

64 mario 2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65 memorials 2 [mɪ'mɔː riəlz] n. 纪录

66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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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national 2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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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observances 2 n. 仪式（observance的复数）；遵守

70 observed 2 [əb'zɜːvd] adj. 被观察的，被观测的 v. 观察，观测（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,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）

71 racial 2 ['reiʃəl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72 recognizes 2 ['rekəɡnaɪz] vt. 承认；认出；意识到；表示感激；识别

73 removed 2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74 ritter 2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75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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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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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st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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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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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t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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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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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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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war 2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84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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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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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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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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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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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ag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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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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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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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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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96 anniversary 1 [,æni'və:səri] n.周年纪念日

97 argument 1 ['ɑ:gjumənt] n.论证；论据；争吵；内容提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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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arrived 1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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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1 attacked 1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102 attacks 1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103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04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05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106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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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Borders 1 n.鲍德斯（公司名，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）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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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Boston 1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
111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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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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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cancelled 1 ['kænsəld] adj. 被取消的；被废除的 动词canc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15 celebrating 1 ['selɪbreɪt] v. 庆祝；庆贺；颂扬

116 celebrations 1 n.庆祝( celebration的名词复数 ); 庆祝会（仪式）

117 Chicago 1 [ʃi'kɑ:gəu] n.芝加哥（美国中西部城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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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civil 1 ['sivəl] adj.公民的；民间的；文职的；有礼貌的；根据民法的 n.(Civil)人名；(土)吉维尔；(法)西维尔

120 claimed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
121 Columbia 1 [kə'lʌmbiə] n.哥伦比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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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confederate 1 [kən'fedərit, kən'fedəreit] n.同盟国，同盟者 adj.同盟的，联合的 vt.使联盟；使联合；同伙；帮凶 vi.同盟；联合

124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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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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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declare 1 [di'klεə] vt.宣布，声明；断言，宣称 vi.声明，宣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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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defended 1 [dɪ'fend] v. 防守；防护；辩护

130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31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132 directed 1 [di'rektid, dai-] adj.定向的；经指导的；被控制的 v.指导；管理（dir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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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135 district 1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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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138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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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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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
142 europeans 1 n.欧洲人( European的名词复数 )

143 expeditions 1 [ekspɪ'dɪʃnz] 探索

144 explorations 1 [eksplə'reɪʃnz] 探寻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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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Federal 1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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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floyd 1 [flɔid] n.弗洛伊德（男子名）

149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150 forceful 1 ['fɔ:sful] adj.强有力的；有说服力的；坚强的

151 founded 1 [faʊnd] v. 建立；创立；创办；熔铸；找到，发现（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52 Franklin 1 ['fræŋklin] n.富兰克林（男子名）；富兰克林（加拿大西北地区的北部分区）

153 Genoa 1 ['dʒenəuə] n.热那亚（意大利西北部港市）

154 George 1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155 governor 1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
156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157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158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
伯、巴基)哈伊

159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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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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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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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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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163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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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166 immigrants 1 ['ɪmɪɡrənts] n. 移民；他国移入的动植物 名词immigrant的复数形式.

167 incited 1 [ɪn'saɪt] v. 煽动；刺激；激励

168 Indian 1 ['indiən] adj.印度的；印第安人的；印第安语的 n.印度人；印第安人；印第安语

169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70 Irish 1 ['aiəriʃ] adj.爱尔兰的；爱尔兰人的 n.爱尔兰人；爱尔兰语；爱尔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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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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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Italy 1 ['itəli] n.意大利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
173 kevin 1 ['kevin] n.凯文（男子名）

174 kingdom 1 ['kiŋdəm] n.王国；界；领域 n.(Kingdom)人名；(英)金德姆

175 knights 1 [naɪt] n. 骑士；爵士；武士 vt. 授以爵位

176 knock 1 [nɔk] vi.敲；打；敲击 vt.敲；打；敲击；批评 n.敲；敲打；爆震声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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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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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la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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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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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82 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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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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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5 man 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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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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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migration 1 [mai'greiʃən] n.迁移；移民；移动

189 Minneapolis 1 [,mini'æpəlis] n.明尼阿波里斯市（美国一座城市）

190 Minnesota 1 [,mini'səutə] n.明尼苏达州（美国中北部洲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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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monuments 1 n. 遗迹；纪念物；不朽的功业；有永久价值的作品（monument的复数形式）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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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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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nationwide 1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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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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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observing 1 [əb'zəviŋ, ɔb-] adj.观察的；注意的；观察力敏锐的 v.观察；遵守（observe的ing形式）

200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201 Ohio 1 [əu'haiəu] n.俄亥俄州（美国一个州）

202 Oklahoma 1 [,əuklə'həumə] n.美国俄克拉荷马州

203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204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205 opposed 1 [ə'pəuzd] adj.相反的；敌对的 v.反对（oppose的过去分词）；使对立

206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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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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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peoples 1 ['piː plz] n. 民族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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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pl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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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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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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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14 police 1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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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217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18 protestor 1 [prəu'testə] n.抗议者

219 protests 1 英 ['prəʊtest] 美 ['proʊtest] n. 抗议；反对 v. 抗议；反对；申明；断言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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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racism 1 ['reisizəm] n.种族主义，种族歧视；人种偏见

222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223 recognized 1 ['rekəɡnaɪzd] adj. 公认的；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24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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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eportedly 1 [ri'pɔ:tidli] adv.据报道；据传闻

227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228 returns 1 [rɪ'tɜːnz] n. 报告；统计表；研究成果 名词return的复数形式.

229 Roosevelt 1 ['rəuzəvelt] n.罗斯福（姓氏，美国第26任总统）

230 safekeeping 1 ['seif'ki:piŋ] n.安全保护，妥善保管 v.保护（safekeep的ing形式）

231 same 1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232 satisfy 1 ['sætisfai] vi.令人满意；令人满足 vt.满足；说服，使相信；使满意，使高兴

233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234 sick 1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
235 sides 1 [saɪdz] n.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.

236 signed 1 [saind] adj.有符号的；已签字的；有正负之分的 v.署名；写下；预示；示意（sign的过去分词）

237 slavery 1 n.奴役；奴隶制度；奴隶身份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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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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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somewhat 1 ['sʌmhwɔt, -hwət] n.几分；某物 adv.有点；多少；几分；稍微

241 Spain 1 [spein] n.西班牙

242 sprea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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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statue 1 ['stætju:, -tʃu] n.雕像，塑像 vt.以雕像装饰

244 stitt 1 n. 斯蒂特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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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247 supported 1 [sə'pɔː tɪd] adj.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48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249 territories 1 英 ['terətri] 美 ['terətɔː ri] n. 领土；领域；版图；范围

250 territory 1 ['teritəri] n.领土，领域；范围；地域；版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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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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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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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55 tribes 1 特里韦斯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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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us 1 pron.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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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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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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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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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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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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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Wisconsin 1 [wis'kɔnsin] n.威斯康星州（美国州名）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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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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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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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9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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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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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