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1-03 [As It Is] Native Americans Protect Older Tribe
Members, Tradition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5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3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to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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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2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in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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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Elders 16 ['eldəz] n.长老；尊长（elder的复数） n.(Elders)人名；(英)埃尔德斯

7 said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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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is 1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 tribe 12 [traib] n.部落；族；宗族；一伙 n.(Tribe)人名；(英)特赖布

10 he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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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 language 10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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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Members 9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14 nation 9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15 sh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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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 Cherokee 8 [,tʃerə'ki:] n.彻罗基族人（北美印第安人之一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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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they 8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9 who 7 pron.谁；什么人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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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2 i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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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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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our 6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5 Pequot 6 ['pi:kwɔt] n.佩科特人（17世纪初住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印第安人的一支） adj.佩科特人的

26 word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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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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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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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Harvey 5 ['hɑ:vi] n.哈维（男子名）

30 knowledge 5 ['nɔlidʒ] n.知识，学问；知道，认识；学科 n.(Knowledge)人名；(南非)诺利奇

31 native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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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Navajo 5 ['nævəhəu] n.纳瓦霍人（美国最大的印第安部落）

33 t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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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whe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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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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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group 4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37 lik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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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losing 4 ['lu:ziŋ] n.损失；失败 adj.输的；失败的；导致失败的 v.失去；损失（lose的ing形式）；错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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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Older 4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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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them 4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42 traditions 4 [trə'dɪʃnz] 传统

43 tribal 4 ['traibəl] adj.部落的；种族的 n.(Tribal)人名；(法)特里巴尔

44 tribes 4 特里韦斯

45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46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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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American 3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48 americans 3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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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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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1 Blackfeet 3 ['blækfiː t] pl. Blackfoot的复数形

52 boney 3 ['bəuni] adj.瘦骨嶙峋的；多骨的 n.(Boney)人名；(英)博尼；(法)博内

53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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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oronavirus 3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55 covid 3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56 culture 3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57 died 3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58 effort 3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59 elder 3 ['eldə] n.老人；长辈；年长者；父辈 adj.年长的；年龄较大的；资格老的 n.(El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法、土、葡)埃尔德

60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61 granny 3 n.奶奶；外婆；婆婆妈妈的人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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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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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history 3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65 important 3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66 ketch 3 [ketʃ] n.双桅纵帆船

67 lives 3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68 often 3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69 Oklahoma 3 [,əuklə'həumə] n.美国俄克拉荷马州

70 oldest 3 ['əuldist] adj.最老的（old的最高级）；最旧的

71 par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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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precious 3 ['preʃəs] adj.宝贵的；珍贵的；矫揉造作的 n.(Precious)人名；(英)普雷舍斯，普雷舍丝(女名)

73 protect 3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74 providing 3 [prəu'vaidiŋ] conj.假如，以…为条件 v.供给（provide的ing形式）；预备

75 started 3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76 storie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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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7 thi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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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79 valuable 3 ['væljuəbl] adj.有价值的；贵重的；可估价的 n.贵重物品

80 virus 3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81 work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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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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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you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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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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85 almost 2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86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87 Arizona 2 [,æri'zəunə] n.美国亚利桑那州

88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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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communities 2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91 community 2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92 Connecticut 2 n.美国康涅狄格州（位于美国东北部）

93 d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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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few 2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95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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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g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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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glue 2 [glu:] vt.粘合；似胶般固着于 n.胶；各种胶合物

98 hair 2 [hεə] n.头发；毛发；些微 vt.除去…的毛发 vi.生长毛发；形成毛状纤维 adj.毛发的；护理毛发的；用毛发制成的

99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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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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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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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Jill 2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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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king 2 [英[kɪŋ] 美[kɪŋ]] n.国王；最有势力者；王棋 vi.统治；做国王 vt.立…为王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，最大的 n.(King)人名；
(德、英、葡、捷、西)金；(中)金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京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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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libraries 2 英 ['laɪbrəri] 美 ['laɪbreri] n. 图书馆；藏书；书房

107 lose 2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
108 loss 2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
109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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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11 meals 2 [miː lz] n. 伙食 名词meal的复数形式.

112 medical 2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13 Montana 2 [mɔn'tænə] n.蒙大纳（美国州名）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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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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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117 online 2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118 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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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20 program 2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121 re 2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122 revitalize 2 [,ri:'vaitəlaiz] vt.使…复活；使…复兴；使…恢复生气

123 Robbins 2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
124 save 2 vt.节省；保存；储蓄；解救 vi.节省；挽救 prep.除...之外 n.救援 n.(Save)人名；(法)萨夫；(意、保、西、罗、塞、瑞典)
萨薇(女名)，萨韦

125 sm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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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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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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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songs 2 ['sɒŋz] n.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.

128 speak 2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
129 speakers 2 [s'piː kəz] n. 说话者；发言者；说某种语言者；扬声器（名词speaker的复数形式）

130 speaking 2 ['spi:kiŋ] adj.演讲的；富于表情的，雄辩的 n.说话；演讲 v.讲（speak的ing形式）

131 spoken 2 ['spəukən] adj.口语的，口头的 v.说（speak的过去分词）

132 stake 2 [steik] n.桩，棍子；赌注；火刑；奖金 vt.资助，支持；系…于桩上；把…押下打赌 vi.打赌 n.(Stake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克

133 store 2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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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136 together 2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137 treasures 2 英 ['treʒə(r)] 美 ['treʒər] n. 财富；宝物 vt. 珍藏；珍视

138 try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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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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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vaccinations 2 接种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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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vora 2 n.(Vora)人名；(法、印)沃拉

143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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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145 active 1 ['æktiv] adj.积极的；活跃的；主动的；有效的；现役的 n.主动语态；积极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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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advice 1 [əd'vais] n.建议；忠告；劝告；通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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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150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151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52 annual 1 ['ænjuəl] adj.年度的；每年的 n.年刊，年鉴；一年生植物

153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154 Armen 1 阿尔缅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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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6 ba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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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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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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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bought 1 [bɔ:t] v.买（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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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burning 1 ['bə:niŋ] adj.燃烧的；强烈的；发热的 n.燃烧 vi.燃烧（burn的现在分词）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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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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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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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cherokees 1 ['tʃerəkiː ] n. 切罗基族(北美易洛魁人的一支)；切罗基语；切罗基（美国地名）；切诺基高中（=Cherokee High
School）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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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Christine 1 ['kristi:n] n.克莉丝汀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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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club 1 [klʌb] n.俱乐部，社团；夜总会；棍棒；（扑克牌中的）梅花 vt.用棍棒打；募集 vi.集资；组成俱乐部 adj.俱乐部的 n.
(Club)人名；(英)克拉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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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c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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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2 connect 1 [kə'nekt] vt.连接；联合；关连 vi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

173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174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175 corn 1 [kɔ:n] n.（美）玉米；（英）谷物；[皮肤]鸡眼 vt.腌；使成颗粒 n.(Corn)人名；(英、法、瑞典)科恩

176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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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council 1 ['kaunsəl] n.委员会；会议；理事会；地方议会；顾问班子 n.(Council)人名；(英)康斯尔

179 coverings 1 ['kʌvərɪŋz] n. 覆盖物

180 crowds 1 [kraʊd] n. 人群；群众；大群；朋友 v. 拥挤；挤满；涌入；贴近；逼迫

181 customs 1 ['kʌstəmz] n.海关；风俗（custom的复数）；习惯；关税

182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183 defend 1 [di'fend] vt.辩护；防护 vi.保卫；防守

184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85 details 1 n.细节（detail的复数）；详细资料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三单形式）

186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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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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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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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91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192 empty 1 ['empti] adj.空的；无意义的；无知的；徒劳的 vt.使失去；使…成为空的 vi.成为空的；流空 n.空车；空的东西

193 energetic 1 [,enə'dʒetik] adj.精力充沛的；积极的；有力的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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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196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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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199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200 explaining 1 [ɪk'spleɪn] v. 说明；解释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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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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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204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205 felicia 1 [fi'lisiə] n.费利西亚（女子名）

206 Fernando 1 n.费尔南多（男子名）

207 festival 1 ['festəvəl] n.节日；庆祝，纪念活动；欢乐 adj.节日的，喜庆的；快乐的

208 flagstaff 1 ['flægstʌf] n.旗杆

209 fonseca 1 n.(Fonseca)人名；(意、西、葡)丰塞卡

210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211 gained 1 [geɪnd] adj.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12 game 1 [geim] n.游戏；比赛 adj.勇敢的 vi.赌博 n.(Game)人名；(英)盖姆；(法)加姆；(西)加梅

213 gatherings 1 ['ɡæðərɪŋz] n. 聚集，集会（名词gathering的复数形式）

214 generations 1 [dʒenə'reɪʃnz] n. 世代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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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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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217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218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219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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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granddaughter 1 ['græn,dɔ:tə] n.孙女；外孙女

222 grandfather 1 ['grænd,fɑ:ðə] n.祖父；始祖 vt.不受新规定限制

223 grandparents 1 ['grændpeərənts] n. 外祖父母；祖父母

224 green 1 [gri:n] adj.绿色的；青春的 n.绿色；青春 vt.使…变绿色 vi.变绿色 n.(Green)人名；(英、意)格林；(瑞典、芬)格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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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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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7 half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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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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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230 healthy 1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
231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232 hearing 1 ['hiəriŋ] n.听力；审讯，听讯 v.听见（hear的ing形式） n.(Hearing)人名；(英)希尔林

233 heart 1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
234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235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236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37 herself 1 [hə:'self] pron.她自己（she的反身代词）；她亲自

238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39 hits 1 [hɪts] n. [计]采样数 名词hit的复数形式.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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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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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honored 1 英 ['ɒnəd] 美 ['ɑnərd] adj. 深感荣幸的；受尊敬的

243 honoring 1 履行

244 hospital 1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245 household 1 adj.家庭的；日常的；王室的 n.全家人，一家人；(包括佣工在内的)家庭，户 n.(Household)人名；(英)豪斯霍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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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identity 1 [ai'dentəti] n.身份；同一性，一致；特性；恒等式

248 immediately 1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
249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50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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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infected 1 [in'fektid] adj.被感染的 v.传染（infect的过去分词）

253 kamisha 1 [地名] [刚果民主共和国] 卡米沙河

254 Karen 1 ['ka:rən] n.凯伦（人名）；克伦邦（缅甸邦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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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library 1 ['laibrəri] n.图书馆，藏书室；文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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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listened 1 ['lɪsn] v. 听；倾听；听从；听信 n. 听；倾听

259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260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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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262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263 loren 1 n.洛伦（男子名）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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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loved 1 [lʌvd] v.热爱（lov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恋爱的；受珍爱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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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me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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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medicine 1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269 meetings 1 ['miː tɪŋz] n. 会议 名词meeting的复数形式.

270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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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Monica 1 ['mɔnikə] n.莫尼卡（女子名）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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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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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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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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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80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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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nights 1 [naits] n.夜；晚上（night的复数形式） adv.每晚；在夜间

283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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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number 1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
286 offering 1 ['ɔfəriŋ, 'ɔ:-] n.提供；祭品；奉献物；牲礼 v.提供（offer的ing形式）

287 officer 1 ['ɔfisə, 'ɔ:-] n.军官，警官；公务员，政府官员；船长 vt.指挥 n.(Officer)人名；(英)奥菲瑟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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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organize 1 ['ɔ:gənaiz] vt.组织；使有系统化；给予生机；组织成立工会等 vi.组织起来；成立组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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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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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outdoor 1 ['əutdɔ:] adj.户外的；露天的；野外的（等于out-of-door）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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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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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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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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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permanent 1 adj.永久的，永恒的；不变的 n.烫发（等于permanentwave）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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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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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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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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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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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)普莱

305 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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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products 1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308 protective 1 [prəu'tektiv] adj.防护的；关切保护的；保护贸易的

309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310 quietly 1 ['kwaiətli] adv.安静地；秘密地；平稳地

311 Racine 1 ['rɑ'si:n] n.拉辛（姓氏）

312 rare 1 adj.稀有的；稀薄的；半熟的 adj.杰出的；极度的；非常好的 adv.非常；极其 vi.用后腿站起；渴望

313 reached 1 到达

314 reclaim 1 [ri'kleim] vt.开拓；回收再利用；改造某人，使某人悔改 vi.抗议，喊叫 n.改造，感化；再生胶

315 recover 1 [ri'kʌvə] vt.恢复；弥补；重新获得 vi.恢复；胜诉；重新得球 n.还原至预备姿势 n.(Recover)人名；(西)雷科韦尔

316 relatives 1 [relə'tɪvz] n. 亲戚

317 remember 1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
318 remembers 1 英 [rɪ'membə(r)] 美 [rɪ'membər] v. 记得；想起；记住，铭记；回忆；提及

319 researc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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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320 respect 1 [ri'spekt] n.尊敬，尊重；方面；敬意 vt.尊敬，尊重；遵守

321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322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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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Roy 1 [rɔi] n.罗伊（男子名）

325 sad 1 [sæd] adj.难过的；悲哀的，令人悲痛的；凄惨的，阴郁的（形容颜色）

326 Sam 1 n.萨姆（男子名）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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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saving 1 ['seiviŋ] n.节约；挽救；存款 adj.节约的；挽救的；补偿的；保留的 prep.考虑到；除...之外 n.(Saving)人名；(瑞典)萨温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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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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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sends 1 [sendz] n. 随浪上浮 名词send的复数形式.

332 senior 1 ['si:njə] adj.高级的；年长的；地位较高的；年资较深的，资格较老的 n.上司；较年长者；毕业班学生 n.(Senior)人名；
(英)西尼尔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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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335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336 share 1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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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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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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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southwest 1 [,sauθ'west] n.西南方 adj.西南的 adv.往西南；来自西南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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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343 standing 1 ['stændiŋ] adj.长期的；直立的；固定的 n.站立；持续；身分 v.站立；坚持不变；坐落于（stand的ing形式） n.
(Standing)人名；(英)斯坦丁；(德)施坦丁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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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Stat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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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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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6 stick 1 vt.刺，戳；伸出；粘贴 vi.坚持；伸出；粘住 n.棍；手杖；呆头呆脑的人 n.(Stick)人名；(芬)斯蒂克

347 st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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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stilwell 1 n.(Stilwell)人名；(英、葡)史迪威

349 streets 1 [st'riː ts] 街道

350 struggling 1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
351 substance 1 ['sʌbstəns] n.物质；实质；资产；主旨

352 supervises 1 ['suːpəvaɪzɪz] 动词supervise的第三人称单数

353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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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taryn 1 ['tɑ rːɪn] 多季性陆地结冰

356 teach 1 [ti:tʃ] vt.教；教授；教导 vi.教授；讲授；当老师 n.(Teach)人名；(英)蒂奇

357 teaching 1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358 telling 1 ['teliŋ] adj.有效的；生动的；显著的 n.命令；叙述；吐露真情 v.告诉；讲述（tell的ing形式）；命令 n.(Telling)人名；(英)
特林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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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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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62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363 tightly 1 ['taitli] adv.紧紧地；坚固地

364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65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366 traditional 1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367 trusts 1 [trʌst] n. 信任；信托 vi. 信任 vt. 相信；委托
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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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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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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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72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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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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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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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378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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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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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382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383 widely 1 ['waidli] adv.广泛地

384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385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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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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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8 worker 1 ['wə:kə] n.工人；劳动者；职蚁 n.(Worker)人名；(英)沃克

389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390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91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392 yourself 1 [jɔ:'self, juə-, jə-] pron.你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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