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1-13 [Arts and Culture] Pandemic Mardi Gras_ No Crowds,
Lots of Cak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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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to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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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5 and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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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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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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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people 8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9 season 7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10 thi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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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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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3 Gras 6 [græs] abbr.一般认为安全（GenerallyRecognizedasSafe） n.(Gra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、意)格拉斯

14 Mardi 6 abbr.马来西亚农业发展研究所（MalaysianAgriculturalResearchandDevelopmentInstitute） n.(Mardi)人名；(阿拉伯)马尔迪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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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year 6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7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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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club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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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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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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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cake 4 [keik] n.蛋糕；块状物；利益总额 vt.使结块 vi.结成块状 n.(Cake)人名；(英)凯克；(塞)察凯

22 costumed 4 英 ['kɒstjuːm] 美 ['kɑːstuːm] n. 服装；剧装 vt. 提供服装；为 ... 设计服装 adj. 服装打扮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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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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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Members 4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26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7 Orleans 4 [ɔ:'liənz] n.奥尔良（法国城市）

28 streetcar 4 ['stri:tka:] n.有轨电车

29 usually 4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0 arc 3 [ɑ:k] n.弧（度）；弧光（全称electricarc）；弧形物；天穹 adj.圆弧的；反三角函数的 vt.形成电弧；走弧线 n.(Arc)人名；
(法)阿尔克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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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egan 3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33 carnival 3 ['kɑ:nivəl] n.狂欢节，嘉年华会；饮宴狂欢

34 city 3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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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crowds 3 [kraʊd] n. 人群；群众；大群；朋友 v. 拥挤；挤满；涌入；贴近；逼迫

37 de 3 [di:] abbr.判定元件（DecisionElement） n.(De)人名；(朝)大

38 events 3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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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French 3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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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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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Jeanne 3 [dʒi:n] n.珍妮（女子名，等于Joanna）

43 parades 3 n. 游行；检阅 名词parade的复数形式.

44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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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46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47 Alabama 2 [,ælə'bæmə] n.阿拉巴马州（美国州名）

48 Alice 2 ['ælis] n.爱丽丝（女子名）

49 along 2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50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51 Bryant 2 ['braiənt] n.布赖恩特（男子名，等于Brian）

52 celebrations 2 n.庆祝( celebration的名词复数 ); 庆祝会（仪式）

53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54 etc 2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55 gath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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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January 2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57 krewe 2 [kru:] n.克鲁（一个在新奥尔良狂欢节最后一天主持庆祝活动的民间组织）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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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liv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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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loo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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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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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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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official 2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64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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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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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67 party 2 n.政党，党派；聚会，派对；当事人[复数parties] vi.参加社交聚会[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]

68 sits 2 [sɪt] v. 坐；栖息；使就座 n. 坐；栖息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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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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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start 2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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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74 sweet 2 [[swi:t] adj.甜的；悦耳的；芳香的；亲切的 n.糖果；乐趣；芳香；宝贝 （俚）酷毙了 n.(Sweet)人名；(英)斯威特

75 tableau 2 ['tæbləu, tæ'bləu] n.画面；活人画；戏剧性局面；生动的场面（复数tableaux）

76 tableaux 2 n.舞台造型；静态画面

77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78 ways 2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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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81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82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83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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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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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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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announcing 1 [ə'naʊnsɪŋ] n. 宣布 动词announ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89 another 1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90 antoinette 1 [,æntwɑ:'net] n.安托瓦内特（女子名）

91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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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3 ate 1 [et,eit] v.吃（eat的过去式）

94 attractive 1 [ə'træktiv] adj.吸引人的；有魅力的；引人注目的

95 baked 1 ['beikid] adj.烤的；烘焙的 v.烘培；烧制（bake的过去分词）

96 balls 1 [bɔː l] n. 球；球状物；炮弹；舞会；愉快的经历；<口>胆量；胡说；（复）睾丸 v. 使成球状；呈球状；<俚>性交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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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99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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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
102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103 birthplace 1 ['bə:θpleis] n.出生地 发源地

104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105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106 butter 1 ['bʌtə] vt.涂黄油于；讨好 n.黄油；奶油；奉承话 n.(Butter)人名；(英)巴特；(德、匈)布特

107 cakes 1 [keɪk] n. 蛋糕；块状物

108 calls 1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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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canceled 1 ['kænsl] v. 取消；作废；注销；抵消；删除 n. 取消；删除

111 cancellations 1 [kænsə'leɪʃnz] 消失矩

112 carrying 1 ['kærɪɪŋ] adj. 运送的；运输的 n. 运送；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.

113 celebrate 1 vt.庆祝；举行；赞美；祝贺；宣告 vi.庆祝；过节；举行宗教仪式

114 clothes 1 [kləuðz] n.衣服

115 coastal 1 ['kəustəl] adj.沿海的；海岸的

116 colorful 1 ['kʌləful] adj.华美的；有趣的；富有色彩的

117 colors 1 ['kɒlərz] n. 彩色 名词color的复数形式.

118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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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creative 1 [kri'eitiv] adj.创造性的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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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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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decorate 1 ['dekəreit] vt.装饰；布置；授勋给 vi.装饰；布置

124 decorated 1 ['dekəreitid] adj.装饰的，修饰的 v.装饰，修饰（deco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125 distant 1 adj.遥远的；冷漠的；远隔的；不友好的，冷淡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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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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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28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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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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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dozens 1 ['dʌznz] n. 几十；许多

131 dressed 1 ['dresid] adj.穿好衣服的；打扮好的；去内脏及分割加工好的（特指动物，如鱼，禽类等） v.装饰；给…穿衣；布置
（dress的过去分词）

132 drove 1 n.畜群；牛群、羊群等；移动的人群或大批的东西 (Drove)人名；德罗韦 v.驾驶（drive的过去式）；赶(牲畜)；(牲畜贩
子)买卖(牲畜)

133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34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135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136 easing 1 ['i:ziŋ] n.吃势；容位；松型 v.释放（ease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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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eaten 1 [英 [ˈi:tn] 美 [ˈitn] v.吃（ea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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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eggs 1 [egz] n. 蛋；鸡蛋 名词egg的复数形式.

141 end 1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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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44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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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147 fallen 1 ['fɔ:lən] adj.堕落的；落下来的；陷落的 v.落下；跌倒（fall的过去分词）

148 Falls 1 [fɔ:ls] n.[水文]瀑布；陨石 v.下降（fall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Falls)人名；(英)福尔斯

149 fat 1 [fæt] adj.肥的，胖的；油腻的；丰满的 n.脂肪，肥肉 vt.养肥；在…中加入脂肪 vi.长肥 n.(Fat)人名；(法、西、塞)法特；(东
南亚国家华语)发

150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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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fireplace 1 ['faiəpleis] n.壁炉

153 flour 1 ['flauə] n.面粉；粉状物质 vt.撒粉于；把…磨成粉 n.(Flour)人名；(法)弗卢尔

154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55 gifts 1 [ɡɪft] n. 礼物；赠品 n. 天赋；才能 vt. 赋予；赠送

156 goers 1 n. 戈斯

157 gold 1 [gəuld] n.金，黄金；金色；金币 adj.金的，金制的；金色的 n.(Go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、罗、捷、瑞典)戈尔德

158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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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gulf 1 [gʌlf] n.海湾；深渊；分歧；漩涡 vt.吞没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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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2 halted 1 [hɔː lt] n. 停止；止步 v. 停止；中止；暂停 v. 踌躇；犹豫；跛行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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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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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hero 1 ['hiərəu] n.英雄；男主角，男主人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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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hobby 1 ['hɔbi] n.嗜好；业余爱好 n.(Hobby)人名；(英)霍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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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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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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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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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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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infections 1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74 ingredients 1 [ɪŋ'riː diənts] n. 配料；作料；材料 名词ingredient的复数形式.

175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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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178 jewelry 1 ['dʒu:əlri] n.珠宝；珠宝类

179 kin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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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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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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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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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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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lies 1 [laɪ] v. 躺下；位于；在于；平放；存在；延伸；说谎 n. 谎言

186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87 lots 1 [lɔts] n.大量，许多；一堆；命运（lot的复数） adv.很，非常 v.抽签；分组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（lot的三单形式）

188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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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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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marked 1 [mɑ:kt] adj.显著的；有记号的 v.表示（mark的过去分词）；作记号；打分数

192 massive 1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
193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194 met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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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Mexico 1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196 mixture 1 ['mikstʃə] n.混合；混合物；混合剂

197 mobile 1 adj.可移动的；机动的；易变的；非固定的 n.移动电话

198 model 1 ['mɔdəl] n.模型；典型；模范；模特儿；样式 vt.模拟；塑造；模仿 vi.做模型；做模特儿 adj.模范的；作模型用的 n.
(Model)人名；(德、俄、英)莫德尔

199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00 nearby 1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
201 neighborhood 1 n.附近；街坊；接近；街区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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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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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offers 1 英 ['ɒfə(r)] 美 ['ɔː fər] vt. 提供；提出；（卖方）出价；贡献 vi. 提议；出现；求婚 n. 提议；出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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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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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painting 1 ['peintiŋ] n.绘画；油画；着色 v.绘画（paint的ing形式）；涂色于 n.(Painting)人名；(英)佩因廷

210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11 parade 1 [pə'reid] n.游行；阅兵；炫耀；行进；阅兵场 vt.游行；炫耀；列队行进 vi.游行；炫耀；列队行进 n.(Parade)人名；
(法、德)帕拉德

212 parading 1 [pə'reɪd] n. 游行；检阅；游行地 vi. 参加游行；阅兵；散步；炫耀 vt. 夸耀；使参加游行；检阅；绕行

213 participate 1 vi.参与，参加；分享 vt.分享；分担 [过去式participated过去分词participated现在分词participating]

214 parties 1 英 ['pɑ tːi] 美 ['pɑ rːti] n. 聚会；宴会；政党；一伙人；[律]当事人 vi. 开派对

215 passengers 1 旅客

216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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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paths 1 [pæθis] n.路径（path的复数）

218 pays 1 n.（法）国家；[劳经]报酬（pay的复数） v.支付（pay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ays)人名；(法)佩伊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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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photograph 1 ['fəutəgrɑ:f, -græf] vt.为…拍照；使深深印入 vi.拍照；在照片上显得 n.照片，相片

221 picture 1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
222 pictures 1 ['pɪktʃəz] n.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.

223 pig 1 n.猪；猪肉 vi.生小猪；像猪一样过活 n.警察（俚语，带有攻击性）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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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plastic 1 ['plæstik,'plɑ:s-] adj.塑料的；（外科）造型的；可塑的 n.塑料制品；整形；可塑体

226 pose 1 vt.造成，形成；摆姿势；装模作样；提出…讨论 vi.摆姿势；佯装；矫揉造作 n.姿势，姿态；装模作样

227 poses 1 英 [pəʊz] 美 [poʊz] v. 摆姿势；把...摆正位置；造成；提出；假装 n. 姿态；姿势；装腔作势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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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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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31 public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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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purple 1 ['pə:pl] adj.紫色的；帝王的；华而不实的 n.紫色；紫袍 vi.变成紫色 vt.使成紫色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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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putting 1 ['putiŋ] n.投掷；（高尔夫球）打球入洞 v.放置（put的ing形式）；轻击球；使球入洞的轻击（putt的ing形式）

235 quarter 1 ['kwɔ:tə] n.四分之一；地区；季度；一刻钟；两角五分；节 vi.住宿；驻扎 vt.将…四等分；供某人住宿 num.四分之一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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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riders 1 Riders of the Purple Sage 《紫艾灌丛中的骑士们》

238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239 roasting 1 ['rəustiŋ] adj.烤肉用的；灼热的 n.烧烤 adv.炙热地 v.烤，烘；煅烧（roast的ing形式）；使变暖

240 runs 1 [rʌnz] n.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；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.

241 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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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243 sharpened 1 ['ʃɑːpənd] adj. 尖锐的 动词shar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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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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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socially 1 ['səuʃəli] adv.在社会上；在社交方面；善于交际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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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sport 1 [spɔ:t] n.运动；游戏；娱乐；运动会；玩笑 vi.游戏 vt.游戏；参加体育运动；夸耀 adj.运动的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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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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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starts 1 [s'tɑ tːs] v. 开始；启动；开创（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开始；开创（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）

252 stations 1 ['steɪʃn] n. 站；火车站；电视台；社会地位；牧羊场；驻地；岗位 v. 驻扎；安置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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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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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streets 1 [st'riː ts] 街道

256 sugar 1 ['ʃugə] n.糖；食糖；甜言蜜语 vt.加糖于；粉饰 vi.形成糖 n.(Sugar)人名；(英)休格

257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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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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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60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61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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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264 through 1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265 throw 1 [θrəu] vt.投；抛；掷 vi.抛；投掷 n.投掷；冒险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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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tracks 1 [t'ræks] n. 轨道；跑道；踪迹；小路；乐曲（名词track的复数） v. 追踪；跟踪（动词track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268 tradition 1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
269 travels 1 ['trævəlz] n. 漫游；旅行 名词travel的复数形式.

270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271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72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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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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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276 vehicle 1 ['viː ɪk(ə)l] n.[车辆]车辆；工具；交通工具；运载工具；传播媒介；媒介物

277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
278 warrior 1 ['wɔriə, 'wɔ:-] n.战士，勇士；鼓吹战争的人

279 warriors 1 ['wɒriəz] 武士

280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81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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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weapons 1 n.武器（weapon的复数）；武装切换；斗争工具 v.武装（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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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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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word 1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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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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