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0-15 [Arts and Culture] Simone Leigh_ 1st Black Woman to
Represent US at Biennal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1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to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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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i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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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and 1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6 leigh 9 [li:] n.利（男子名，等于Lee）

7 biennale 8 [,bjæn'nɑ:li:] n.两年发生一次的事物 n.(Biennale)人名；(法)比耶纳勒

8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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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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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black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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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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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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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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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museum 5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16 new 5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7 represent 5 [,repri'zent] vt.代表；表现；描绘；回忆；再赠送 vi.代表；提出异议

18 s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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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9 works 5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0 w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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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22 artist 3 ['ɑ:tist] n.艺术家；美术家（尤指画家）；大师

23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4 bronz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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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festival 3 ['festəvəl] n.节日；庆祝，纪念活动；欢乐 adj.节日的，喜庆的；快乐的

26 institute 3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27 larg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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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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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sculpture 3 ['skʌlptʃə] n.雕塑；雕刻；刻蚀 vt.雕塑；雕刻；刻蚀 vi.从事雕刻

30 sculptures 3 英 ['skʌlptʃə(r)] 美 ['skʌlptʃər] n. 雕塑；雕刻 v. 雕刻；雕塑；刻蚀；当雕刻师

31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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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woman 3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33 wor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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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 York 3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35 attention 2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36 beacon 2 ['bi:kən] n.灯塔，信号浮标；烽火；指路明灯 vt.照亮，指引 vi.像灯塔般照耀

37 Boston 2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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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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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elebrate 2 vt.庆祝；举行；赞美；祝贺；宣告 vi.庆祝；过节；举行宗教仪式

40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41 contemporary 2 [kən'tempərəri] n.同时代的人；同时期的东西 adj.当代的；同时代的；属于同一时期的

42 creating 2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43 crucial 2 ['kru:ʃəl] adj.重要的；决定性的；定局的；决断的

44 curator 2 [kjuə'reitə] n.馆长；监护人；管理者

45 distract 2 [dis'trækt] vt.转移；分心

46 experiences 2 英 [ɪk'spɪəriəns] 美 [ɪk'spɪriəns] n. 经验；经历 v. 经历；体验；感受

47 forms 2 ['fɔː 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
48 Ica 2 abbr.国际通信机构（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sAgency）；国际合作总署（InternationalCooperativeAdministration）；国际档
案理事会（InternationalCouncilonArchives） n.(Ica)人名；(塞)伊察；(匈)伊曹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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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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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materials 2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53 metal 2 ['metəl] n.金属；合金 vt.以金属覆盖 adj.金属制的 n.(Metal)人名；(捷)梅塔尔；(瑞典)梅塔尔

54 moment 2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
55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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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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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59 pavilion 2 [pə'viljən] n.阁；亭子；大帐篷；展示馆 vt.搭帐篷；置…于亭中；笼罩

60 probing 2 英 ['prəʊbɪŋ] 美 ['proʊbɪŋ] adj. 好探索的；尖锐的 动词probe的现在分词.

61 Simone 2 n. 西莫内; 西蒙娜

62 Stat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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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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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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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66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67 women 2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68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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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affairs 1 英 [ə'feə(r)] 美 [ə'fer] n. 私通；事件；事务；事情

71 African 1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72 amazing 1 [ə'meiziŋ] adj.令人惊异的 v.使吃惊（amaze的ing形式）

73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74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75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76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77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78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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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artists 1 英 ['a:tists] 美 ['ɑ:tists] n. 艺术家（名词artist的复数形式）

81 arts 1 [a:ts] n.文科

82 artworks 1 ['ɑ tːwɜːks] 艺术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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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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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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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6 avenue 1 n.大街；林荫大道；[比喻](达到某物的)途径，手段，方法，渠道

87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88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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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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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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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brick 1 [brik] n.砖，砖块；砖形物；心肠好的人 vt.用砖砌 adj.用砖做的；似砖的 n.(Bri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瑞典)布里克

94 broken 1 ['brəukən] adj.破碎的；坏掉的 v.折断；打碎；损坏（break的过去分词）

95 buechel 1 n. 比歇尔

96 bureau 1 ['bjuərəu] n.局，处；衣柜；办公桌 n.(Bureau)人名；(法)比罗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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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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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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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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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Caty 1 卡蒂

102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103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104 charge 1 [tʃɑ:dʒ] n.费用；电荷；掌管；控告；命令；负载 vt.使充电；使承担；指责；装载；对…索费；向…冲去 vi.充电；控
告；索价；向前冲；记在账上 n.(Charge)人名；(法)沙尔热；(英)查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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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107 Christoph 1 n. 克里斯托夫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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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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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combines 1 [kəm'baɪn] v. 联合；使结合；结合 n. 集团；联合收割机；联合企业

112 concerning 1 [kən'sə:niŋ] prep.关于；就…而言 v.涉及；使关心（concern的ing形式）；忧虑

113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114 copper 1 n.铜；铜币；警察 adj.铜制的 vt.镀铜 n.(Copper)人名；(英)科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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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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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118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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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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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22 delayed 1 [di'leid] adj.延时的；定时的 v.延迟（delay的过去式）

123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124 die 1 [dai] vi.死亡；凋零；熄灭 vt.死，死于… n.冲模，钢模；骰子 n.(Die)人名；(西)迭；(阿拉伯)迪埃

125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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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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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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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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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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educational 1 [,edju:'keiʃənəl] adj.教育的；有教育意义的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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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eva 1 ['i:və; 'evə] n.伊娃（女子名）

132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33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134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35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136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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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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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9 front 1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
140 gather 1 ['gæðə] vt.收集；收割；使…聚集；使…皱起 vi.聚集；化脓；皱起 n.聚集；衣褶；收获量 n.(Gather)人名；(德)加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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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greenway 1 ['gri:nwei] n.园林路；林荫道路 n.(Greenway)人名；(英)格林韦

143 Guggenheim 1 ['gugənhaim] n.古根海姆（等于Guggenheimfellowship）

144 guides 1 [gaɪdz] n. 导架 名词guide的复数形式.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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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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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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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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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her 1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150 hidden 1 ['hidən] adj.隐藏的 v.隐藏，躲藏（hide的过去分词） n.(Hidden)人名；(英)希登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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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
153 histories 1 ['hɪstri] n. 历史；历史学；对过去事情的记载；过去的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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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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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ho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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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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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howev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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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60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61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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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3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164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165 Jill 1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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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168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169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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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171 meaning 1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
172 Mediterranean 1 [,meditə'reiniən] n.地中海 adj.地中海的

173 meter 1 [mi:tə] n.米；仪表；[计量]公尺；韵律 vt.用仪表测量 vi.用表计量 n.(Meter)人名；(英)米特；(塞)梅特

174 migrants 1 ['maɪɡrənts] 移民

175 molding 1 ['məuldiŋ] n.模塑；铸造；装饰用的嵌线

176 newspaper 1 ['nju:s,peipə, 'nju:z-] n.报纸 报社 旧报纸

177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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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180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181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82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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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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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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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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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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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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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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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presented 1 ['preznt] n. 礼物；现在 adj. 出席的；现在的；当前的；存在的 v. 提出；赠送；呈现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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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193 racial 1 ['reiʃəl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194 rarely 1 ['rεəli] adv.很少地；难得；罕有地

195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
196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197 respected 1 [ri'spektid] adj.受尊敬的 v.尊敬；重视（re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98 r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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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200 serve 1 [sə:v] vt.招待，供应；为…服务；对…有用；可作…用 vi.服役，服务；适合，足够；发球；招待，侍候 n.发球，轮到发
球 n.(Serve)人名；(法)塞尔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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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shand 1 n. 尚德

203 ship 1 [ʃip] vt.运送，乘船；以船运送 vi.上船；乘船旅行；当船员 n.船；舰；太空船 n.(Ship)人名；(中)摄(广东话·威妥玛)

204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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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sits 1 [sɪt] v. 坐；栖息；使就座 n. 坐；栖息

207 Solomon 1 ['sɔləmən] n.所罗门（男子名）；所罗门（古以色列国王大卫之子，以智慧著称）；大智者，聪明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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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speaks 1 [spiː k] v. 讲；说话；演说；发言

210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211 st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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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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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stone 1 [stəun] n.石头；结石；[宝]宝石 adj.石的，石制的 vt.向扔石块；用石头铺 n.(Stone)人名；(捷)斯托内；(瑞典)斯托内；
(英)斯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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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15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16 Swiss 1 [swis] adj.瑞士的；瑞士人的；瑞士风格的 n.瑞士人；瑞士腔调

217 tak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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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tall 1 [tɔ:l] adj.高的；长的；过分的；夸大的 adv.夸大地 n.(Tall)人名；(马里、阿拉伯)塔勒；(芬、罗、瑞典)塔尔；(英)托尔；
(土)塔勒

219 tenth 1 [tenθ] num.第十；十分之一 adj.十分之一的；第十个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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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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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223 timely 1 ['taimli] adj.及时的；适时的 adv.及时地；早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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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tin 1 [tin] n.锡；罐头，罐；马口铁 adj.锡制的 vt.涂锡于；给…包马口铁 n.(Tin)人名；(缅、柬)丁；(印尼)婷；(越)信；(泰、土)
廷

226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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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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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urgent 1 ['ə:dʒənt] adj.紧急的；急迫的

230 us 1 pron.我们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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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Venice 1 ['venis] n.威尼斯（意大利港市）

233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234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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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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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Whitney 1 ['hwitni] n.惠特尼（女子名）；惠特尼山（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东部）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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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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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0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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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http://www.voase.cn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