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7-21 [Education Report] Finding Information on Native
American Boarding Schools Difficult Task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6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2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and 2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4 in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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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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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chools 15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7 boarding 12 ['bɔ:diŋ] n.木板；寄膳宿；上船 adj.供膳的 v.用木板遮住；收费为…供膳（board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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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 native 1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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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school 1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12 was 10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3 were 10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14 American 9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5 children 8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16 abo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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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group 7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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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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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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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years 7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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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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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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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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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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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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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information 5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29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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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many 5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31 other 5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32 records 5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33 students 5 [st'juːdnts] 学生

34 taken 5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35 their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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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37 buried 4 ['berid] adj.埋葬的；埋藏的 v.埋葬（bu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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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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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fir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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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found 4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41 how 4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42 India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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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interior 4 [in'tiəriə] n.内部；本质 adj.内部的；国内的；本质的

44 Mexico 4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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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par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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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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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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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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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department 3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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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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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healing 3 ['hi:liŋ] adj.能治愈的 n.康复 v.治疗（heal的现在分词）

55 nation 3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56 national 3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57 onl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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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related 3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59 remains 3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60 research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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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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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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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ve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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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66 whil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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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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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69 act 2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70 ag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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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assimilate 2 [ə'simileit] vt.吸收；使同化；把…比作；使相似 vi.吸收；同化

72 attended 2 [ə'tendɪd]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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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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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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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committee 2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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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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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80 destroyed 2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
81 died 2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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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83 effort 2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84 fin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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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finding 2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86 full 2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87 girls 2 ['ɡɜ lː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
88 giv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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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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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0 hidden 2 ['hidən] adj.隐藏的 v.隐藏，躲藏（hide的过去分词） n.(Hidden)人名；(英)希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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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hundreds 2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93 identified 2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94 images 2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95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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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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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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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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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member 2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100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101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102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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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painful 2 ['peinfl] adj.痛苦的；疼痛的；令人不快的

104 past 2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105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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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photographs 2 英 ['fəʊtəgræfs] 美 ['foʊtəgræfs] n. 照片 名词photograph的复数形式.

107 picture 2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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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9 process 2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110 project 2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111 researching 2 英 [rɪ'sɜ tːʃ] 美 [rɪ'sɜ rːtʃ] n. 研究；调查 v. 研究；调查

112 secretary 2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
113 showed 2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114 society 2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115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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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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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stori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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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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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straw 2 [strɔ:] n.稻草；吸管；一文不值的东西 adj.稻草的；无价值的 n.(Straw)人名；(英)斯特劳

121 testimony 2 ['testiməni] n.[法]证词，证言；证据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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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24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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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tribe 2 [traib] n.部落；族；宗族；一伙 n.(Tribe)人名；(英)特赖布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26 Trujillo 2 [tru:'hi:əu; -'hi:jɔ:] n.特鲁希略（秘鲁港市）

127 truth 2 [tru:θ] n.真理；事实；诚实；实质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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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Weeks 2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130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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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white 2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132 wor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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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134 abuse 1 [ə'bju:z, ə'bju:s] n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；弊端；恶习，陋习 vt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 n.(Abuse)人名；(英)阿比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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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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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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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39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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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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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apache 1 [ə'pætʃi] n.阿帕切族（美洲印第安部族）

143 archive 1 ['ɑ:kaiv] n.档案馆；档案文件 vt.把…存档

144 archives 1 ['a:kaivz] n.档案，档案室；案卷（archive的复数） v.把…收集归档；把…存档（archive的三单形式）

145 army 1 ['ɑ:mi] n.陆军，军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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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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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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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0 atrocities 1 英 [ə'trɒsəti] 美 [ə'trɑːsəti] n. 暴行；残暴

151 atrocity 1 [ə'trɔsəti] n.暴行；凶恶，残暴

152 attempt 1 [ə'tempt] n.企图，试图；攻击 vt.企图，试图；尝试

153 attend 1 [ə'tend] vt.出席；上（大学等）；照料；招待；陪伴 vi.出席；致力于；照料；照顾

154 attending 1 adj.（医生）主治的 v.参加（attend的现在分词）；注意，听；照顾；[常用被动语态]（作为结果、情况）伴随

155 attire 1 [ə'taiə] n.服装；盛装 vt.打扮；使穿衣

156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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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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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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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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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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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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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books 1 ['bʊks] n. 帐目；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.

164 boots 1 [bu:ts] n.靴子（boot的复数）；（英）擦靴的仆役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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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167 burial 1 ['beriəl] n.埋葬；葬礼；弃绝 adj.埋葬的

168 burying 1 ['beriiŋ] n.埋；埋葬 v.埋（bury的ing形式）；掩藏 adj.埋葬的

169 cabinet 1 ['kæbinit] n.内阁；橱柜；展览艺术品的小陈列室 adj.内阁的；私下的，秘密的

170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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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172 Caty 1 卡蒂

173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174 center 1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175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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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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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civilization 1 [,sivilai'zeiʃən, -li'z-] n.文明；文化

179 cloth 1 [klɔθ, klɔ:θ] n.布；织物；桌布 adj.布制的 n.(Cloth)人名；(德)克洛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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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coalition 1 [,kəuə'liʃən] n.联合；结合，合并

182 collect 1 [kə'lekt] vt.收集；募捐 vi.收集；聚集；募捐 adv.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.由收件人付款的 n.(Collect)人名；(英)科莱克特

183 court 1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(法)库尔

184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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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cruel 1 [英 ['kru:əl] 美 [ˈkruəl]] adj.残酷的，残忍的；使人痛苦的，让人受难的；无情的，严酷的

187 Dakota 1 [də'kəutə] n.达科他（美国过去一地区名，现分为南、北达科他州） adj.达科他人的

188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189 dead 1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
190 deb 1 [deb] abbr.公司债券（debenture） n.(Deb)人名；(意、印、英)德布

191 descendant 1 [di'sendənt] adj.下降的；祖传的 n.后裔；子孙

192 descendants 1 [dɪ'sendənts] n. 后代；后裔 名词descendant的复数形式.

193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194 documents 1 英 ['dɒkjumənt] 美 ['dɑːkjumənt] n. 文件；公文；文档 vt. 记载；(用文件等)证明

195 dry 1 [drai] adj.干的；口渴的；枯燥无味的；禁酒的 vt.把…弄干 vi.变干 n.干涸 n.(Dry)人名；(法)德里

196 dug 1 [dʌg] v.挖，翻土（di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雌性哺乳动物的乳房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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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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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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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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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establishment 1 [i'stæbliʃmənt] n.确立，制定；公司；设施

203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204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205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206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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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209 Fe 1 abbr.（拉）[化学]铁（ferrum）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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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feet 1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
212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213 formally 1 ['fɔ:məli] adv.正式地；形式上

214 forward 1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
215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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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grain 1 [grein] n.粮食；颗粒；[作物]谷物；纹理 vi.成谷粒 vt.使成谷粒 n.(Grain)人名；(法)格兰

217 grandmother 1 ['grænd,mʌðə] n.祖母；女祖先 vt.当…的祖母 vi.当祖母

218 grave 1 [greiv] adj.重大的；严肃的；黯淡的 n.墓穴，坟墓；死亡 vt.雕刻；铭记 n.(Grave)人名；(英)格雷夫；(德、瑞典)格拉
弗；(法)格拉夫；(俄、葡)格拉韦

219 Graves 1 [grɑ:v] n.（法国）格拉夫葡萄酒

220 ground 1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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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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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haaland 1 n. 哈兰

224 har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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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hats 1 [hæt] n. 帽子 vt. 给 ... 戴帽子 vi. 提供帽子；制造帽子

226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227 heads 1 [hedz] adj.正面朝上的 n.(Heads)人名；(英)黑兹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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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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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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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1 historical 1 [his'tɔrikəl] adj.历史的；史学的；基于史实的

232 hole 1 [həul] n.洞，孔；洞穴，穴；突破口 vi.凿洞，穿孔；（高尔夫球等）进洞 vt.凿洞 n.(Hole)人名；(瑞典、挪)霍勒；(英)霍
尔

233 home 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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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236 Iberian 1 [ai'biəriən] n.伊比利亚人；伊比利亚语 adj.伊比利亚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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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importance 1 [im'pɔ:təns] n.价值；重要；重大；傲慢

239 industrial 1 [in'dʌstriəl] adj.工业的，产业的；从事工业的；供工业用的；来自勤劳的 n.工业股票；工业工人

240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241 investigation 1 [in,vesti'geiʃən] n.调查；调查研究

242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3 just 1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244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5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246 knowing 1 ['nəuiŋ] adj.博学的；狡猾的；心照不宣的 n.认知 v.知道；认识；确信（know的ing形式）

247 Laguna 1 [lə'gu:nə] n.小池；小湖 n.(Laguna)人名；(西)拉古纳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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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larry 1 ['læri] n.拌浆锄；小车，[矿业]斗底车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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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lasted 1 ['lɑːstɪd] adj. 持续的 动词la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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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Latin 1 ['lætin] adj.拉丁语的；拉丁人的 n.拉丁语；拉丁人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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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laws 1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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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257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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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260 list 1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261 literally 1 adv.照字面地；逐字地；不夸张地；正确地；简直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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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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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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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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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lo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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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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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mass 1 n.块，团；群众，民众；大量，众多；质量 adj.群众的，民众的；大规模的，集中的 vi.聚集起来，聚集 vt.使集合

270 material 1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
271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272 mid 1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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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75 montoya 1 n. 蒙托亚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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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278 mountain 1 [ˈmauntin，ˈmaʊntən] n.山；山脉 n.(Mountain)人名；(英)芒廷

279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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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names 1 [neɪmz] n.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.

282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283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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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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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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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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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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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opened 1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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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293 park 1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
294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
295 Pennsylvania 1 [,pensil'veinjə] n.宾夕法尼亚州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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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percent 1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
298 physical 1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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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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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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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斯

301 plants 1 [p'lɑːnts] n. 植物花卉；工厂（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） v. 种植；设立；建立；安插；栽赃（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
式）

302 policies 1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 lː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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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prisoner 1 ['prizənə] n.囚犯，犯人；俘虏；刑事被告

305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306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307 promised 1 英 ['prɒmɪs] 美 ['prɑːmɪs] n. 诺言；预示；约定；(有)希望 v. 允诺；发誓；答应；有希望

308 promising 1 ['prɔmisiŋ] adj.有希望的，有前途的 v.许诺，答应（promis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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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pueblo 1 ['pwebləu, pju'ebləu] n.普韦布洛（美国科罗拉多州中部一城市）；印第安人村庄

311 purposefully 1 ['pə:pəsfuli] adv.有目的地；自觉地

312 pushing 1 ['puʃiŋ] adj.奋斗的；莽撞的；有精力的；富有进取心的 n.推挤；推人犯规（篮球术语） v.推；促进；逼迫（push的ing
形式）

313 ramona 1 [rə'məunə] n.拉蒙纳（女子名）

314 reading 1 ['ri:diŋ] n.阅读，朗读；读物；读数 adj.阅读的 v.阅读（read的ing形式）

315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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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relatives 1 [relə'tɪvz] n. 亲戚

318 religious 1 [ri'lidʒəs] adj.宗教的；虔诚的；严谨的；修道的 n.修道士；尼姑

319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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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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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represented 1 [ˌreprɪ'zent] vt. 表现；表示；描绘；代表；象征；说明；阐明 vi. 提出异议

323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324 rosebud 1 ['rəuzbʌd] n.玫瑰花蕾；蔷薇花蕾；妙龄少女

325 run 1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
326 santa 1 ['sæntə] n.圣诞老人（等于SantaClaus）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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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29 seeking 1 [siː 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
330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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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sexual 1 ['seksjuəl, -ʃuəl] adj.性的；性别的；有性的

333 shoes 1 ['ʃuːz] n. 鞋子 名词shoe的复数形式.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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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336 Sioux 1 [su:] adj.苏人的；苏语的 n.苏族（印第安人的一族，自称达科他Dakota族）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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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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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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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stayed 1 [steɪ] v. 停留；逗留；保持 n. 停留；逗留

343 stems 1 [stem] n. 柄；茎；干；船首 vi. 起源于 vt. 抽去 ... 的梗；给 ... 装柄；逆 ... 而行；阻止，遏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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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4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345 subjects 1 ['sʌbdʒɪkts] n. 科目 名词subject的复数形式.

346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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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survivors 1 [sə'vaɪvəz] 幸存者（survivor的复数）

349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350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351 task 1 [tɑ:sk, tæsk] vt.分派任务 n.工作，作业；任务

352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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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terrible 1 ['terəbl] adj.可怕的；很糟的；令人讨厌的 adv.很，非常

355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56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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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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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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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(英)特沃德

362 tribes 1 特里韦斯
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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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turtle 1 ['tə:tl] n.龟，甲鱼；海龟 n.(Turtle)人名；(英)特特尔

365 understanding 1 [,ʌndə'stændiŋ] n.谅解，理解；理解力；协议 adj.了解的；聪明的；有理解力的 v.理解；明白（understand的ing
形式）

366 uniforms 1 ['juːnɪfɔː mz] n. 制服 名词uniform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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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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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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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72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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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wheat 1 [hwi:t] n.小麦；小麦色 n.(Wheat)人名；(英)惠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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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widespread 1 ['waid'spred] adj.普遍的，广泛的；分布广的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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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7 wore 1 [wɔ:] v.穿（衣服等）；戴（首饰等）；装着（wear的过去式）
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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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9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80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81 youth 1 n.青年；青春；年轻；青少年时期 n.(Youth)《芳华》（电影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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