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0-13 [Arts and Culture] Two Congos Ask UNESCO to Honor
Rumba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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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bove 1 [ə'bʌv] prep.超过；在……上面；在……之上 adv.在上面；在上文 adj.上文的 n.上文

3 ac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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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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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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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ded 3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8 admired 1 英 [əd'maɪə(r)] 美 [əd'maɪər] vt. 钦佩；赞美；羡慕；欣赏

9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10 African 4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11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2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3 Americas 1 [ə'merikəz] n.美洲

14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5 ancestors 2 ['ænsestəz] n. 祖先；前辈 名词ancestor的复数形式.

16 ancient 1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17 and 1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8 Andre 1 ['ændrei] n.安德烈（男子名，等于Andrew）

19 anti 1 ['ænti, -tai] adj.反对的 n.反对者，反对论者 n.(Anti)人名；(意)安蒂；(阿拉伯)安提

20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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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2 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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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rts 1 [a:ts] n.文科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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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26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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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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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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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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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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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elgium 2 ['beldʒəm] n.比利时（西欧国家，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）

34 belly 2 ['beli] n.腹部；胃；食欲 vi.涨满；鼓起 vt.使鼓起 n.(Belly)人名；(法、意、葡)贝利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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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orn 2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37 Brazzaville 1 ['bræzəvil; 'brɑ:-] n.布拉柴维尔（刚果首都）

38 brings 1 [brɪŋz] v. 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劝诱（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9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40 Brussels 1 ['brʌslz] n.布鲁塞尔（比利时首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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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utton 2 n.按钮；纽扣 vt.扣住；扣紧；在…上装纽扣 vi.扣住；装有纽扣；扣上纽扣 n.(Button)人名；(英)巴顿

42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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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44 capital 2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
45 Catherine 1 ['kæθərin] n.凯瑟琳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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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ha 2 [tʃɑ:] n.（英俚）茶 n.(Cha)人名；(柬)乍；(中)查(普通话·威妥玛)

48 chante 1 尚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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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olony 1 n.殖民地；移民队；种群；动物栖息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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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53 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54 Congo 9 ['kɔŋgəu] n.刚果（位于非洲中部）

55 Congolese 4 [,kɔŋgəu'li:z] adj.刚果人的；刚果语的 n.刚果人；刚果语

56 countries 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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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uba 3 ['kju:bə] n.古巴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59 cultural 3 ['kʌltʃərəl] adj.文化的；教养的

60 culture 2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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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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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dance 4 [dɑ:ns, dæns] n.舞蹈；舞会；舞曲 vi.跳舞；跳跃；飘扬 vt.跳舞；使跳跃 adj.舞蹈的；用于跳舞的 n.(Dance)人名；(英)丹
斯；(法)当斯

64 dance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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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democratic 1 [,demə'krætik,-kəl] adj.民主的；民主政治的；大众的

66 demonstrate 1 ['demənstreit] vt.证明；展示；论证 vi.示威

67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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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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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diversity 2 [dai'və:səti] n.多样性；差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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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drum 1 [drʌm] vt.击鼓；大力争取 vi.击鼓；大力争取 n.鼓；鼓声 n.(Drum)人名；(英)德拉姆；(德)德鲁姆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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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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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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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elevate 1 ['eliveit] vt.提升；举起；振奋情绪等；提升…的职位

77 elevated 1 ['eliveitid] adj.提高的；高尚的；严肃的；欢欣的 v.提高；抬起；振奋；提拔（elevate的过去分词） n.高架铁路

78 energized 1 ['enədʒaɪzd] adj. 通电的；激励的；增能的 动词energ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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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establish 1 [i'stæbliʃ] vt.建立；创办；安置 vi.植物定植

81 evening 1 ['i:vniŋ] n.晚上；傍晚；（联欢性的）晚会；后期 adj.在晚上的；为晚上的；晚上用的 int.晚上好（等于goodevening）

82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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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5 foreign 1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86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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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87 formed 1 [fɔ:md] adj.成形的，成形 v.成形加工（form过去时形式）

88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89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90 freedom 1 ['fri:dəm] n.自由，自主；直率 n.(Freedom)人名；(英)弗里德姆

91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2 gentle 1 ['dʒentl] adj.温和的；文雅的 vt.使温和，使驯服 n.蛆，饵 n.(Gentle)人名；(英)金特尔

93 Gregory 2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
94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95 harping 1 [ha:piŋ] n.反复述说；唠唠叨叨地反复讲 v.反复的谈论（harp的ing形式）

96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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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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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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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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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hereward 1 n.(Hereward)人名；(英)赫里沃德

102 heritage 1 ['heritidʒ] n.遗产；传统；继承物；继承权 n.(Heritage)人名；(英)赫里蒂奇

103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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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Holland 1 ['hɔlənd] n.荷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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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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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109 icon 1 ['aikɔn] n.图标；偶像；肖像，画像；圣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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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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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in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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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4 independence 1 [,indi'pendəns] n.独立性，自立性；自主

115 independent 1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
116 influences 1 ['ɪnfluəns] v. 影响；感染；<美俚>在(饮料)中加烈酒 n. 影响力；影响；权势；势力；有影响的人(或事物)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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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intangible 1 [in'tændʒəbl] adj.无形的，触摸不到的；难以理解的

119 Ireland 1 ['aiəland] n.爱尔兰

120 Irish 1 ['aiəriʃ] adj.爱尔兰的；爱尔兰人的 n.爱尔兰人；爱尔兰语；爱尔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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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i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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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24 jamaica 1 [dʒə'meikə] n.牙买加（拉丁美洲一个国家）

125 join 1 [dʒɔin] vt.参加；结合；连接 vi.加入；参加；结合 n.结合；连接；接合点 n.(Join)人名；(法)茹安

126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127 kingdom 1 ['kiŋdəm] n.王国；界；领域 n.(Kingdom)人名；(英)金德姆

128 Kinshasa 4 [kin'ʃɑ:sə] n.金沙萨（扎伊尔首都）

129 kolo 1 ['kəuləu] n.科洛舞（塞尔维亚的一种民间舞蹈） n.(Kolo)人名；(马达)库卢；(塞)科洛

130 Kongo 1 ['kɔŋgəu] n.刚果语；刚果人

131 la 1 [lɑ:] n.全音阶中的第6个音；A音的唱名 n.(La)人名；(中)辣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越)罗；(朝)罗；(缅、老)拉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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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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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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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137 lis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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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listeners 1 ['lɪsnəz] n. 听众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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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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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manda 2 n. 曼达

142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143 memory 1 ['meməri] n.记忆，记忆力；内存，[计]存储器；回忆 n.(Memory)人名；(英)梅默里

144 mentioning 1 提到 提名表扬 提及 不必客气

145 minister 1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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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48 movement 2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149 movements 1 ['muːvmənts] n. 动作

150 music 5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151 musical 2 ['mju:zikəl] adj.音乐的；悦耳的 n.音乐片

152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153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154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155 navel 2 ['neivəl] n.[解剖]肚脐；中央；中心点

156 neighboring 1 ['neibəriŋ] adj.邻近的；附近的（等于neighbouring） v.与…为邻；位于附近（neighbor的ing形式）

157 of 2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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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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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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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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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164 opening 1 ['əupəniŋ] n.开始；机会；通路；空缺的职位 adj.开始的 v.开放（open的ing形式）；打开；公开

165 opinion 1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166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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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organization 2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168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69 ours 1 ['auəz, 弱ɑ:z] pron.我们的 n.(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斯

170 ow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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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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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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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pl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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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played 1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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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6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177 races 1 abbr.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国内应急通信业务(=Radio Amateur Civil Emergency Service)

178 raise 1 [reiz] vt.提高；筹集；养育；升起 vi.上升 n.高地；上升；加薪 n.(Raise)人名；(英)雷兹

179 rank 1 [ræŋk] n.排；等级；军衔；队列 adj.讨厌的；恶臭的；繁茂的 vt.排列；把…分等 vi.列为；列队 n.(R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
芬、捷)兰克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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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82 recognize 1 ['rekəgnaiz] vt.认出，识别；承认 vi.确认，承认；具结

183 recognized 2 ['rekəɡnaɪzd] adj. 公认的；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84 recognizes 1 ['rekəɡnaɪz] vt. 承认；认出；意识到；表示感激；识别

185 recordings 1 n.记录( recording的名词复数 ); 录音; 录像; 唱片

186 reference 1 ['refərəns] n.参考，参照；涉及，提及；参考书目；介绍信；证明书 vi.引用 vt.引用

187 reggae 1 ['regei] n.瑞格舞（西印度群岛的一种舞蹈及舞曲）

188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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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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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representatives 1 [reprɪ'zentətɪvz] n. 众议院议员；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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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republic 2 [ri'pʌblik] n.共和国；共和政体

194 reputation 2 [,repju'teiʃən] n.名声，名誉；声望

195 request 1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
196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97 rumba 12 ['rʌmbə, 'ru-, 'ru:-] n.伦巴舞；伦巴舞曲 vt.跳伦巴舞（等于rhumba）

198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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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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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sang 1 [sæŋ] v.唱，唱歌（sing的过去式） n.(Sang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生；(瑞典、老、柬、泰)桑；(中)生(广东话·威妥玛)

201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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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scientific 1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
203 secure 1 [si'kjuə] adj.安全的；无虑的；有把握的；稳当的 vt.保护；弄到；招致；缚住 vi.获得安全；船抛锚；停止工作

204 sent 2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205 Serbian 1 ['sə:biən] adj.塞尔维亚人（语）的；塞尔维亚的 n.塞尔维亚人（语）

206 shand 1 n. 尚德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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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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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9 singer 1 ['siŋə] n.歌手，歌唱家 n.(Sing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塞、罗、捷、葡、土)辛格；(法)桑热

210 sixty 1 ['siksti] num.六十；六十个

211 skills 1 技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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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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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song 2 [sɔŋ, sɔ:ŋ] n.歌曲；歌唱；诗歌；鸣声 n.(Song)人名；(泰)颂；(柬)松；(英)桑；(老)宋；(越)双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松

215 sound 1 [saund] vt.听（诊）；测量，测…深；使发声；试探；宣告 n.声音，语音；噪音；海峡；吵闹；听力范围；[医]探条 adj.
健全的，健康的；合理的；可靠的；有效彻底的 adv.彻底地，充分地 vi.听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回响；测深

216 sounds 3 ['saʊndz] n. 声音，响声（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） v. 听起来；感觉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发音（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
形式）

217 Spanish 2 ['spæniʃ] adj.西班牙的；西班牙人的；西班牙语的 n.西班牙语；西班牙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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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speech 1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
219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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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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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stomach 1 ['stʌmək] n.胃；腹部；胃口 vt.忍受；吃下 vi.忍受

223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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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successful 1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
225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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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7 talks 1 ['tɔː ks] 会谈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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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the 4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30 their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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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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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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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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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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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to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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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7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38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39 unesco 4 [ju:'neskəu] abbr.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（UnitedNationsEducational，Scientific，andCulturalOrganization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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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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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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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wa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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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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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46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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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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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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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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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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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252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53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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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5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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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writing 1 ['raitiŋ] n.书写；作品；著作；[法]笔迹 v.书写（writ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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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yoka 1 约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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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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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