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1-25 [Arts and Culture]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First
Thanksgiving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5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2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and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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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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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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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ksgiving 15 n.感恩

7 tha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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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as 1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9 is 1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 i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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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firs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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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o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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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holiday 9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
14 an 7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5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6 native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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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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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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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Wampanoag 7 [,wɔmpə'nəuæg] n.万帕诺亚格人

20 americans 6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21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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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3 Peters 6 ['pi:təz] n.彼得斯（姓氏，男子名）

24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5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6 abo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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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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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celebrate 5 vt.庆祝；举行；赞美；祝贺；宣告 vi.庆祝；过节；举行宗教仪式

29 English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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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families 5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31 food 5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32 know 5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33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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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s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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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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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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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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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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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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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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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different 4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41 d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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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November 4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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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Plymouth 4 n.普利茅斯（英国一座城市） n.普利茅斯（汽车品牌）

45 today 4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46 VOA 4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47 war 4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48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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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w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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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actually 3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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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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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ertain 3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55 civil 3 ['sivəl] adj.公民的；民间的；文职的；有礼貌的；根据民法的 n.(Civil)人名；(土)吉维尔；(法)西维尔

56 d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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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during 3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58 editor 3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59 foods 3 [fuːdz] n. 食品 名词food的复数形式.

60 hale 3 [heil] adj.矍铄的（尤指老人）；强壮的 adv.完全地 vt.迫使；猛拉 vi.不断流出 n.(Hale)人名；(英)黑尔；(德、瑞典、芬)哈
勒

61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62 meal 3 [mi:l] n.一餐，一顿饭；膳食 vi.进餐

63 might 3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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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66 pilgrims 3 ['pɪlɡrɪmz] 朝圣者

67 plantation 3 [plæn'teiʃən] n.栽植；殖民；大农场 adj.适用于种植园或热带、亚热带国家的

68 plimoth 3 普利茅斯（英国港市）

69 served 3 英 [sɜːv] 美 [sɜ rː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
70 sheehan 3 希恩 n.(Sheehan)人名；(英)希恩

71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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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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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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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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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76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77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78 available 2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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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believes 2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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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brothers 2 英 ['brʌðə(r)] 美 ['brʌðər] n. 兄弟；教友；同胞；<俚>老兄

82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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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celebrated 2 ['selibreitid] adj.著名的；有名望的 v.庆祝（celeb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84 colony 2 n.殖民地；移民队；种群；动物栖息地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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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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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early 2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88 eat 2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
89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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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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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2 harvest 2 ['hɑ:vist] n.收获；产量；结果 vt.收割；得到 vi.收割庄稼

93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94 idealistic 2 [ai,diə'listik,-kəl] adj.理想主义的；唯心论的；唯心主义者的；空想家的

95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96 likely 2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97 Lincoln 2 ['liŋkən] n.林肯（美国第16任总统）；林肯（福特汽车厂出产的名牌豪华汽车）

98 mario 2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99 Mashpee 2 n. 马什皮(在美国；西经 70º28' 北纬 41º39')

100 Massachusetts 2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
101 modern 2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102 move 2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103 mu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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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nam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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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plant 2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特；(法)普朗

106 presen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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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08 probably 2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109 ritter 2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110 stuffing 2 ['stʌfiŋ] n.填料，填塞物

111 successful 2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
112 table 2 ['teibl] n.桌子；表格；平地层 vt.制表；搁置；嵌合 adj.桌子的 n.(Table)人名；(罗)塔布莱

113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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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thanks 2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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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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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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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tr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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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turkey 2 ['tə:ki] n.火鸡；笨蛋；失败之作

121 unite 2 [ju:'nait] vt.使…混合；使…联合；使…团结 vi.团结；联合；混合

122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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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women 2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126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27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28 Abraham 1 ['eibrə,hæm] n.亚伯拉罕（男子名）

129 adaptation 1 [,ədæp'teiʃən] n.适应；改编；改编本，改写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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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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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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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ancestors 1 ['ænsestəz] n. 祖先；前辈 名词ancestor的复数形式.

135 anise 1 ['ænis] n.大茴香；茴芹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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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138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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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140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141 ate 1 [et,eit] v.吃（eat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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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attempts 1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
144 beans 1 ['biː nz] n. 豆；豆形果实 名词bean的复数形式.

145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146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47 beets 1 n. 比茨(姓氏) beets. n. 甜菜；甜菜根 名词beet的复数形式.

148 behavior 1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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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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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152 bringing 1 [briŋ] vt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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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cabbages 1 结球白菜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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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56 cannons 1 ['kænən] n. 大炮；机关炮 v. 开炮；相撞

157 carrots 1 ['kærəts] n. 胡萝卜 名词carrot的复数形式.

158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159 celebration 1 [,seli'breiʃən] n.庆典，庆祝会；庆祝；颂扬

160 colewort 1 海甘蓝属

161 collards 1 ['kɒlədz] 甘蓝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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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colonists 1 n.殖民地开拓者，移民，殖民地居民( colonist的名词复数 )

164 colonization 1 [,kɔlənai'zeiʃən] n.殖民；殖民地化

165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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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168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169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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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171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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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crops 1 n.农作物（crop的复数）；收成；[冶]切头 v.种植（crop的三单形式）；收割；修剪；产庄稼

174 cucumbers 1 [k'juːkʌmbəz] 黄瓜

175 cultivate 1 ['kʌltiveit] vt.培养；陶冶；耕作

176 cultivated 1 ['kʌltiveitid] adj.耕种的；有教养的 v.发展（cultivate的过去分词）；耕作；教化

177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178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179 debated 1 [dɪ'beɪt] n. 辩论；讨论 vt. 争论；思考 vi. 辩论

180 describes 1 [dɪ'skraɪb] vt. 描述；说成；形容；画(尤指几何图形)

181 description 1 [di'skripʃən] n.描述，描写；类型；说明书

182 destruction 1 [di'strʌkʃən] n.破坏，毁灭；摧毁

183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184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185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86 dill 1 [dil] n.[园艺]莳萝；莳萝的种子 n.(Di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迪尔

187 displacement 1 n.取代，位移；[船]排水量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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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89 dora 1 ['dɔ:rə] abbr.运筹学与分析局（DirectorateofOperationalandAnalysis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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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educated 1 ['edju:keitid] adj.受过教育的；有教养的 v.训练；教导；培育（educat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192 eel 1 [i:l] n.鳗鱼；鳝鱼

193 eggs 1 [egz] n. 蛋；鸡蛋 名词egg的复数形式.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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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email 1 ['i:'meil] n.电子信函 vt.给…发电子邮件 n.(Email)人名；(法)埃马伊

196 England 1 n.英格兰

197 enjoyed 1 [ɪn'dʒɔɪd] v. 享受，喜欢（动词enj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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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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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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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explained 1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
204 explanations 1 [ˌeksplə'neɪʃn] n. 解释；说明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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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207 facts 1 n. 事实 名词fact的复数形式.

208 fall 1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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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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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fennel 1 ['fenl] n.茴香

212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213 firing 1 ['faiəriŋ] n.开火；烧制；解雇；生火 v.开火；烧制；解雇（fire的ing形式）；点燃；激励 n.(Firing)人名；(英)法尔林

214 fish 1 [fiʃ] vi.捕鱼，钓鱼；用钩捞取 n.鱼，鱼类 vt.钓鱼，捕鱼；搜寻 n.(Fish)人名；(英、西)菲什；(俄)菲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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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flat 1 adj.平的；单调的；不景气的；干脆的；平坦的；扁平的；浅的 adv.（尤指贴着另一表面）平直地；断然地；水平地；直
接地，完全地 n.平地；公寓；平面 vt.使变平；[音乐]使（音调）下降，尤指降半音 vi.逐渐变平；[音乐]以降调唱（或奏）
n.（法）弗拉特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弗莱特（人名）

216 flint 1 [flint] n.燧石；打火石；极硬的东西 n.(Flint)人名；(德、英、俄、法、瑞典)弗林特

217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218 fourth 1 [fɔ:θ] adj.第四的，第四个的；四分之一的 n.第四，月的第四日；四分之一 num.第四

219 furniture 1 ['fə:nitʃə] n.家具；设备；储藏物

220 gardens 1 ['gɑːdnz] n. 公园；花园；园林 名词garden的复数形式.

221 gath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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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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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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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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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guess 1 [ges] vt.猜测；认为；推测；猜中 vi.猜；推测；猜中 n.猜测；推测 n.(Guess)人名；(英)格斯；(德)居斯

226 guesses 1 [ɡes] v. 推测；猜中；以为 n. 猜测；猜想

227 guns 1 ['ɡʌnz] 枪炮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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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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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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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herb 1 [hə:b, ə:b] n.香草，药草 n.(Herb)人名；(德、英、瑞典)赫布

232 herbs 1 [hɜːbs] n. 草本植物 名词herb的复数形式.

233 high 1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234 historians 1 [hɪs'tɔː riənz] 历史学家

235 historic 1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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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238 honesty 1 ['ɔnisti] n.诚实，正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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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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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hunted 1 ['hʌntid] adj.被捕猎的；受迫害的 v.狩猎；追捕（hunt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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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ideas 1 观念

244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245 influential 1 adj.有影响的；有势力的 n.有影响力的人物

246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247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248 investigate 1 [in'vestigeit] v.调查；研究

249 Jill 1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250 josepha 1 约瑟法（女子名）

251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252 kate 1 [keit] n.凯特（女子名，等于Catherine）

253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254 largely 1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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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legs 1 ['leɡz] n.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.

257 lettuce 1 ['letis] n.[园艺]生菜；莴苣；（美）纸币

258 lie 1 [lai] vi.躺；说谎；位于；展现 vt.谎骗 n.谎言；位置 n.(Lie)人名；(罗、挪、瑞典)利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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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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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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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lobster 1 ['lɔbstə] n.龙虾 龙虾肉

262 lo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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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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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magazine 1 n.杂志；弹药库；胶卷盒

265 maize 1 [meiz] adj.黄色的，玉米色的 n.玉米；黄色，玉米色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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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marjoram 1 ['mɑ:dʒərəm] n.墨角兰，[植]马郁兰（一种唇形科植物）

268 mark 1 n.标志；马克；符号；痕迹；分数 vi.作记号 vt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 n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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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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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eaningful 1 ['mi:niŋful] adj.有意义的；意味深长的

272 meanings 1 ['miː nɪŋz] n. 含义 名词meaning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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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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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277 mission 1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
278 mistrust 1 [,mis'trʌst] vt.不信任；怀疑 vi.不信任；怀疑 n.不信任；怀疑

279 mixture 1 ['mikstʃə] n.混合；混合物；混合剂

280 modify 1 ['mɔdifai] vt.修改，修饰；更改 vi.修改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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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mourning 1 ['mɔ:niŋ, 'məun-] n.哀痛；服丧 v.哀伤；为…哀悼（mourn的ing形式）

283 multicolored 1 ['mʌlti,kʌləd] adj.多色的；多彩的

284 museum 1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285 mussels 1 ['mʌslz] n. 贻贝；双壳类 名词musse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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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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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89 noise 1 [nɔiz] n.[环境]噪音；响声；杂音 vt.谣传 vi.发出声音；大声议论 n.(Noise)人名；(英)诺伊斯

290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291 note 1 [nəut] n.笔记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纸币；便笺；照会；调子 vt.注意；记录；注解 n.(Note)人名；(英)诺特

292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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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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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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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Onions 1 ['ʌnjənz] n.奥尼恩斯（姓氏）；奥尼恩斯（英国语言学家、词典编纂家）

297 opinion 1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298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99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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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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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paintings 1 ['peɪntɪŋz] n. 绘画作品；绘画艺术 名词painting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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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parsley 1 ['pɑ:sli] n.荷兰芹，欧芹 n.(Parsley)人名；(英)帕斯利

304 parsnips 1 n.欧洲防风草( parsnip的名词复数 )

305 peaceful 1 ['pi:sful] adj.和平的，爱好和平的；平静的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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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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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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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planting 1 ['plɑ:ntiŋ, 'plæn-] n.栽培，种植；花圃 v.播种；移植（plant的ing形式）；安置 n.(Planting)人名；(芬、瑞典)普兰廷

310 plentiful 1 adj.丰富的；许多的；丰饶的；众多的

311 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312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313 potatoes 1 [pə'teɪtəʊz] n. 马铃薯；土豆；甘薯 名词potato的复数形式.

314 prepare 1 [pri'pεə] vt.准备；使适合；装备；起草 vi.预备；做好思想准备

315 preservation 1 [,prez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留

316 pretty 1 adj.漂亮的；可爱的；优美的 adv.相当地；颇 n.有吸引力的事物（尤指饰品）；漂亮的人 n.Pretty，普雷蒂（人名）

317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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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pumpkins 1 n. 南瓜（pumpkin的复数）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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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radishes 1 n.（做色拉用的）小萝卜( radish的名词复数 )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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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ramona 1 [rə'məunə] n.拉蒙纳（女子名）

324 release 1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325 report 1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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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return 1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328 reunite 1 [,ri:ju:'nait] vt.使重聚；使再结合；使再联合 vi.重聚；再结合；再联合

329 Robbins 1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
330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31 sage 1 [seidʒ] n.圣人；贤人；哲人 adj.明智的；贤明的；审慎的 n.(Sage)人名；(日)三下(姓)；(英)塞奇；(意)萨杰；(德)扎格；
(法)萨热

332 sarah 1 ['sεərə] n.莎拉（女子名）；萨拉（《圣经》中的人物）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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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seafood 1 ['si:fud] n.海鲜；海味；海产食品

335 seasoned 1 ['si:zənd] adj.经验丰富的；老练的；调过味的

336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337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338 settlement 1 ['setlmənt] n.解决，处理；[会计]结算；沉降；殖民

339 settlers 1 ['setləz] 移民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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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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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sitting 1 ['sitiŋ] n.入席，就坐；开庭；孵卵；坐着的一段时间 adj.坐着的；孵卵中的；在任期中的 v.坐；坐落（sit的ing形式） n.
(Sitting)人名；(英)西廷

343 smart 1 [smɑ tː] adj.聪明的；巧妙的；敏捷的；厉害的；潇洒的；剧烈的；时髦的 n.(Smart)人名；(法)斯马尔；(英、德)斯马特

344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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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socio 1 adj.社会的

346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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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 sometime 1 ['sʌmtaim] adv.改天；来日；在某一时候 adj.以前的；某一时间的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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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specifically 1 [spi'sifikəli] adv.特别地；明确地

350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351 spinach 1 ['spinidʒ, -itʃ] n.菠菜

352 spiritual 1 ['spiritjuəl, -tʃuəl] n.圣歌（尤指美国南部黑人的） adj.精神的，心灵的

353 split 1 [split] vt.分离；使分离；劈开；离开；分解 vi.离开；被劈开；断绝关系 n.劈开；裂缝 adj.劈开的

354 squashes 1 英 [skwɒʃ] 美 [skwɑ ʃː] n. 壁球；摺皱不堪；拥挤嘈杂的人群；浓缩果汁；美国南瓜 vt. 压制；压扁 vi. 变扁；挤进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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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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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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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360 surprised 1 [sə'praizd] adj.感到惊讶的，出人意料的 v.使惊奇（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361 tasty 1 ['teisti] adj.美味的；高雅的；有趣的 n.可口的东西；引人入胜的东西

362 tension 1 ['tenʃən] n.张力，拉力；紧张，不安；电压 vt.使紧张；使拉紧

363 thanksgivings 1 n.感谢，感恩祈祷( thanksgiving的名词复数 )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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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366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367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368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369 thyme 1 [taim, θaim] n.[植]百里香

370 togeth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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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372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373 torn 1 [tɔ:n] v.扯裂，撕开（tear的过去分词） n.(Torn)人名；(英、俄、捷)托恩

374 turnips 1 n. 芜菁（turnip的复数）；红萝卜；大头菜

375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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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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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us 1 pron.我们

379 vegetables 1 ['vedʒɪtəblz] 蔬菜,vegetable的复数形式

380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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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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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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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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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87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3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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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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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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