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1-26 [Education Report] US Schools Look to Expand
Teachings of Thanksgiving History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and 2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 of 2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to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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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that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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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in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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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abou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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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native 1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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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schools 10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10 a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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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they 9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2 americans 8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3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 w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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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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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hav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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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history 7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8 mo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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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0 b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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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lessons 6 ['lesn] n. 教训；课，功课，课业；榜样，典范 vt. 教训，告诫，训斥；给 ... 上课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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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other 6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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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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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settlers 6 ['setləz] 移民

27 students 6 [st'juːdnts] 学生

28 thanksgiving 6 n.感恩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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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Wampanoag 6 [,wɔmpə'nəuæg] n.万帕诺亚格人

31 also 5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32 American 5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33 learn 5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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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now 5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36 school 5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37 som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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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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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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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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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1 before 4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42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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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Massachusetts 4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
44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45 s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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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teach 4 [ti:tʃ] vt.教；教授；教导 vi.教授；讲授；当老师 n.(Teach)人名；(英)蒂奇

47 think 4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48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49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50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51 book 3 n.书籍；卷；账簿；名册；工作簿 vt.预订；登记 n.(Book)人名；(中)卜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朝)北；(英)布克；(瑞典)博克

52 books 3 ['bʊks] n. 帐目；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.

53 English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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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experts 3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55 for 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56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57 hard 3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58 holiday 3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
59 ideas 3 观念

60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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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ds 3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
62 lo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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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meal 3 [mi:l] n.一餐，一顿饭；膳食 vi.进餐

64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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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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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pilgrims 3 ['pɪlɡrɪmz] 朝圣者

67 public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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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st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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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such 3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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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weeden 3 [人名] 威登

72 w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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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74 Arlington 2 ['ɑ:liŋtən] n.阿林顿（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城市）；阿林顿国家公墓（NationalCemetery，在弗吉尼亚州）

75 arrival 2 [ə'raivəl] n.到来；到达；到达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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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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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Boston 2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
79 c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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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changing 2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81 classrooms 2 [k'læsruːmz] 教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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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conflict 2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83 create 2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84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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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education 2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86 engage 2 vt.吸引，占用；使参加；雇佣；使订婚；预定 vi.从事；参与；答应，保证；交战；啮合

87 England 2 n.英格兰

88 European 2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89 expand 2 [ik'spænd] vt.扩张；使膨胀；详述 vi.发展；张开，展开

90 false 2 [fɔ:ls] adj.错误的；虚伪的；伪造的 adv.欺诈地

91 feast 2 [fi:st] vt.享受；款待，宴请 n.筵席，宴会；节日 vi.享受；参加宴会

92 groups 2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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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4 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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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5 include 2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96 included 2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97 includes 2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98 insensitive 2 [in'sensətiv] adj.感觉迟钝的，对…没有感觉的

99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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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lived 2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
101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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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2 longhouse 2 英 ['lɒŋhaʊs] 美 ['lɔː ŋhaʊs] n. 长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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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momentum 2 [məu'mentəm] n.势头；[物]动量；动力；冲力

105 museum 2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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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north 2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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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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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plac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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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1 progress 2 ['prəugres, 'prɔ-, prəu'gres] n.进步，发展；前进 vi.前进，进步；进行 n.(Progress)人名；(赞)普罗格雷斯

112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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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3 social 2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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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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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taught 2 [tɔ:t] v.教授（teach的过去分词）

117 teacher 2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118 teachings 2 ['tiː tʃɪŋz] n. 学说；主义；教义

119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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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traditional 2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121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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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123 wor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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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4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125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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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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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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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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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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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aims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132 allows 1 [ə'laʊz] 允许

133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34 amounts 1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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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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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arrive 1 vi.到达；成功；达成；出生 n.(Arrive)人名；(法)阿里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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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artist 1 ['ɑ:tist] n.艺术家；美术家（尤指画家）；大师

140 arts 1 [a:ts] n.文科

141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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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3 balance 1 ['bæləns] n.平衡；余额；匀称 vt.使平衡；结算；使相称 vi.保持平衡；相称；抵销 n.(Balance)人名；(西)巴兰塞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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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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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147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148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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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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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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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cape 1 [keip] n.[地理]海角，岬；披肩 n.(Cape)人名；(塞)察佩；(英)凯普

154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155 carried 1 ['kærid] adj.被运的；入神的；忘我的 v.保持（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搬运

156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
157 Caty 1 卡蒂

158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159 charter 1 ['tʃɑ'tə] vt.特许；包租；发给特许执照 n.宪章；执照；特许状 n.(Charter)人名；(法)沙尔泰；(英)查特

160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161 chooses 1 [tʃuːz] v. 选择；决定

162 citizen 1 ['sitizən] n.公民；市民；老百姓

163 classroom 1 ['klɑ:srum] n.教室

164 clothes 1 [kləuðz] n.衣服

165 clothing 1 ['kləuðiŋ] n.（总称）[服装]服装；帆装 v.覆盖（clothe的ing形式）；给…穿衣

166 cod 1 [kɔd] n.[鱼]鳕鱼；愚弄；哄骗 vi.欺骗；愚弄 vt.愚弄；欺骗

167 colonial 1 [kə'ləunjəl] n.殖民地居民 adj.殖民地的，殖民的

168 coloring 1 ['kʌləriŋ] v.着色（color的ing形式）；出现颜色 n.着色；着色剂；配色；天然色；外貌

169 complex 1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170 cone 1 [kəun] n.圆锥体，圆锥形；[植]球果 vt.使成锥形 n.(Cone)人名；(英)科恩；(罗)科内；(塞)措内

171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172 copies 1 ['kɒpɪz] n. [计算机] 复制份数 名词copy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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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174 creek 1 [kri:k] n.小溪；小湾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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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crystal 1 ['kristəl] n.结晶，晶体；水晶；水晶饰品 adj.水晶的；透明的，清澈的 n.(Crystal)人名；(英)克里斯特尔，克丽丝特尔
(女名)

177 cultures 1 ['kʌltʃəz] n. 文化 名词culture的复数形式.

178 dances 1 英 [dɑːns] 美 [dæns] n. 舞会；跳舞；舞蹈；舞步 vi. 跳舞；手舞足蹈 vt. 跳舞；使跳跃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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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d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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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defeat 1 vt.击败，战胜；挫败；使…失败 n.失败的事实；击败的行为

182 demonstrates 1 ['demənstreɪt] vt. 证明；演示；示范 vi. 示威

183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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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drink 1 [driŋk] vt.喝，饮；吸收；举杯庆贺 vi.喝酒；饮水；干杯 n.酒，饮料；喝酒

186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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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eat 1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
189 ed 1 [ed] abbr.Edmund，Edward，Edwin等的昵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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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educators 1 ['edʒʊkeɪtəz] 教育者

192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93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94 even 1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195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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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faster 1 ['fa:stə] adj.更快的 adv.更快地 n.(Faster)人名；(德、捷)法斯特

198 feasts 1 [fiː st] n. 宴会；酒席；节会 v. 享乐；款宴；请客

199 feelings 1 ['fiː lɪŋs] n.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.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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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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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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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205 gaining 1 ['geɪnɪŋ] n. 开槽 动词gain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06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07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208 grade 1 [greid] n.年级；等级；成绩；级别；阶段 vt.评分；把…分等级 vi.分等级；逐渐变化 n.(Grade)人名；(英)格雷德；(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塞、瑞典)格拉德

209 Greater 1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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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212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13 harmful 1 ['hɑ:mful] adj.有害的；能造成损害的

214 harvest 1 ['hɑ:vist] n.收获；产量；结果 vt.收割；得到 vi.收割庄稼

215 Harwich 1 哈里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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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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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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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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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219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220 historian 1 [his'tɔ:riən] n.历史学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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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homes 1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国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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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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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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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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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inclusive 1 [in'klu:siv] adj.包括的，包含的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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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indigenous 1 [in'didʒinəs] adj.本土的；土著的；国产的；固有的

231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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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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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Iroquois 1 ['irəkwɔiz] n.易洛魁人（北美印第安人）；易洛魁语系 adj.易洛魁人的

236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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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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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240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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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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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244 language 1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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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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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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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8 lesson 1 ['lesən] n.教训；课 vt.教训；上课

249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50 lighthouse 1 ['laithaus] n.灯塔

251 listen 1 ['lisən] vi.听，倾听；听从，听信 n.听，倾听

252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253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254 loo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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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256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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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Mashpee 1 n. 马什皮(在美国；西经 70º28' 北纬 41º39'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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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mayflower 1 ['mei,flauə] n.五月开花的草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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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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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
264 much 1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265 Muscogee 1 n.马斯科吉县

266 myths 1 ['mɪθs] 神话

267 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
268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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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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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noticed 1 ['nəʊtɪst] v. 注意，通知，留意（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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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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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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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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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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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7 outdated 1 [,aut'deitid] adj.过时的；旧式的 v.使过时（out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8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279 oversees 1 英 [ˌəʊvə'siː ] 美 [ˌoʊvər'siː ] vt. 监督；监管；监视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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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282 passes 1 ['paː sɪz] n. 途径；通行 名词pass的复数形式.

283 performing 1 [pə'fɔ:miŋ] adj.表演的；履行的 v.表演（perform的ing形式）；履行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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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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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pointing 1 ['pɔintiŋ] n.指示 v.指向；指点（point的ing形式）

288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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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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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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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push 1 vt.推动，增加；对…施加压力，逼迫；按；说服 vi.推进；增加；努力争取 n.推，决心；大规模攻势；矢志的追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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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95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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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98 relations 1 [ri'leʃənz] n.关系；交往；事务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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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301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302 resulting 1 [rɪ'zʌltɪŋ] adj. 结果的 动词result的现在分词.

303 rethinking 1 [ˌriː 'θɪŋk] v. 再想；再考虑 n. 再思考；反思

304 sat 1 [sæt] v.坐（sit的过去式，过去分词） n.(Sat)人名；(中)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萨；(印)萨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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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5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306 shameful 1 ['ʃeimful] adj.可耻的；不体面的；不道德的；猥亵的

307 shaped 1 [ʃeipt] adj.合适的；成某种形状的；有计划的 vt.发展；成形（shape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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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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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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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sixth 1 [siksθ] n.月的第六日，（与the连用的）第六个；六分之一 adj.（与the连用）第六的，第六个的；六分之一的

312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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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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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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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318 stereotypes 1 ['steriətaɪp] n. 模式化观念；典型；老一套；铅版 v. 对…形成模式化的看法；使用铅版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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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0 strength 1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
321 stronger 1 [英[strɒŋə(r)] 美[strɒŋə]] adj.更强壮的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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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Susannah 1 n. 苏珊娜(Susan 的异体；亦作 Susanna)(f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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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tak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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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6 teachers 1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327 teaches 1 ['tiː tʃɪz] v. 教；教导；教授；教训（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28 teepee 1 ['ti:pi:] n.（美）圆锥形帐篷

329 tells 1 [tel] v. 告诉；吩咐；讲述；表达；辨别；判断；泄露；告发；产生效果

330 tent 1 [tent] n.帐篷；住处；帷幕 vt.用帐篷遮盖；使在帐篷里住宿 vi.住帐蓬；暂时居住 n.(Tent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滕特

331 tepee 1 ['ti:pi:] n.（北美印第安人的）圆锥形帐篷

332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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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334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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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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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337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338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339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340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341 tribal 1 ['traibəl] adj.部落的；种族的 n.(Tribal)人名；(法)特里巴尔

342 tribe 1 [traib] n.部落；族；宗族；一伙 n.(Tribe)人名；(英)特赖布

343 tries 1 [traɪ] v. 试验；尝试；设法；努力；审判；考验 n. 尝试；试验；（橄榄球）持球触地得分

344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345 uneasy 1 [,ʌn'i:zi] adj.不舒服的；心神不安的；不稳定的

346 uneven 1 [,ʌn'i:vən] adj.不均匀的；不平坦的；[数]奇数的

347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348 unlearn 1 [,ʌn'lə:n] vt.忘却；抛掉以前的想法；去掉…的弊习

349 untrue 1 [,ʌn'tru:] adj.不真实的；不合标准的；不忠实的；不正当的

350 us 1 pron.我们

351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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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2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353 ve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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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view 1 [vju:] n.观察；视野；意见；风景 vt.观察；考虑；查看

355 visits 1 ['vɪzɪt] v. 拜访；参观；闲谈 n. 拜访；参观；聊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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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358 wave 1 [weiv] vi.波动；起伏；挥手示意；摇动；呈波形 vt.卷（烫）发；向…挥手示意；使成波浪形 n.波动；波浪；高潮；挥手
示意；卷曲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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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361 wearing 1 [wεə riŋ, wεərŋ, 'wεəriŋ] adj.磨损的；穿用的；令人疲倦的 v.穿着；磨损（wear的ing形式） n.(Wearing)人名；(英)韦尔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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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welcome 1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
364 whatever 1 [hwɔt'evə, 'hwət-] adj.不管什么样的 pron.无论什么；诸如此类 conj.无论什么
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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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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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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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9 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70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371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72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373 written 1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
374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75 yearly 1 ['jə:li, 'jiə-] adj.每年的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 n.年刊；年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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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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