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2-01 [Arts and Culture] American Singer, Activist Josephine
Baker Honored in Franc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in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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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baker 12 ['beikə] n.面包师；面包工人；（便携式）烘炉

4 was 1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 sh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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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and 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7 france 9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8 of 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9 French 7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
10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 to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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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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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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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merica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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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amous 5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16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17 black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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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honored 4 英 ['ɒnəd] 美 ['ɑnərd] adj. 深感荣幸的；受尊敬的

19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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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pantheon 4 [pæn'θi:ən] n.万神殿；名流群

21 became 3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22 for 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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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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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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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Monaco 3 [ˈmɔnəkəu] n.摩纳哥（欧洲西南部国家）

27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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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Paris 3 ['pæris] n.巴黎（法国首都）；帕里斯（特洛伊王子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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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sing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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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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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woman 3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33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4 activist 2 ['æktivist] n.积极分子；激进主义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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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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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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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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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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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eremony 2 ['seriməuni] n.典礼，仪式；礼节，礼仪；客套，虚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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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43 exceptional 2 [ik'sepʃənəl] adj.异常的，例外的 n.超常的学生

44 figure 2 ['figə] n.数字；人物；图形；价格；（人的）体形；画像 vi.计算；出现；扮演角色 vt.计算；认为；描绘；象征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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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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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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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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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0 honor 2 ['ɔnə] n.荣誉；信用；头衔 vt.尊敬（等于honour）；给…以荣誉

51 Josephine 2 ['dʒəuzifi:n] n.约瑟芬（女子名）

52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53 lived 2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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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racism 2 ['reisizəm] n.种族主义，种族歧视；人种偏见

56 remains 2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57 rights 2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58 rihanna 2 n.[人名]蕾哈娜

59 segregation 2 [,segri'geiʃən] n.隔离，分离；种族隔离

60 specified 2 ['spesɪfaɪd] adj. 指定的；规定的；详细说明的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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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subtle 2 ['sʌtl] adj.微妙的；精细的；敏感的；狡猾的；稀薄的

63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64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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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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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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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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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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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71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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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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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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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5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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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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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79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80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81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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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burie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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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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citizen 1 ['sitizən] n.公民；市民；老百姓

85 civi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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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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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7 colonies 1 英 ['kɒləni] 美 ['kɑ lːəni] n. 殖民地；侨居地；侨民；聚居(地)；群体；菌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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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container 1 [kən'teinə] n.集装箱；容器

90 containing 1 [kən'teɪnɪŋ] n. 包含；包括 v. 容纳；包含；抑制；克制（动词contain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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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curie 1 ['kjuri] n.[核]居里（姓氏）

93 dancing 1 ['dɑ:nsiŋ] n.跳舞；舞蹈 v.跳舞；摇晃（dance的ing形式）

94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95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96 disagreed 1 [ˌdɪsə'ɡriː ] v. 不同意；不一致；有分歧；不适应；不适宜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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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dream 1 [dri:m] vi.梦想；做梦，梦见；想到 n.梦想，愿望；梦 vt.梦想；做梦；想到 adj.梦的；理想的；不切实际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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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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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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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embodies 1 英 [ɪm'bɒdi] 美 [ɪm'bɑːdi] vt. 使具体化；包含；代表，体现；使(精神)肉体化

103 emmanuel 1 [i'mænjuəl] n.以马内利（耶稣基督的别称）；伊曼纽尔（男子名，等于Immanuel）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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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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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entering 1 ['entəriŋ] v.进入（enter的ing形式）；录入；键入

107 ethnic 1 ['eθnik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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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10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111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112 Germany 1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113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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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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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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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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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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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Hugo 1 ['hju:gəu] n.雨果（男子名，等于Hugh）

121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22 II 1 abbr.微光（ImageIntensification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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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joining 1 ['dʒɔiniŋ] n.连接；接缝；连接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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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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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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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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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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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Louis 1 ['lu:i] n.路易斯（男子名）

132 Luther 1 ['lju:θə] n.卢瑟（男子名）

133 macron 1 ['mækrɔn, 'mei-] n.长音符号（加于元音上） n.(Macron)人名；(法)马克龙

134 man 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135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36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137 Marie 1 ['mɑ:ri] n.玛丽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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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marrying 1 ['mæriŋ] v.结婚；证婚；合成（marry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140 martin 1 ['mɑ:tin] n.紫崖燕

141 minority 1 n.少数民族；少数派；未成年

142 Missouri 1 [mi'zuəri] n.密苏里（美国州名）

143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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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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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7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148 movements 1 ['muːvmənts] n. 动作

149 Nazi 1 ['nɑ:tsi, 'næ-] n.纳粹党人；纳粹主义信徒 adj.纳粹党的；纳粹主义的 n.(Nazi)人名；(布基)纳齐；(俄)娜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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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notice 1 ['nəutis] n.通知，布告；注意；公告 vt.通知；注意到；留心 vi.引起注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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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54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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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overall 1 ['əuvərɔ:l, ,əuvə'rɔ:l] adj.全部的；全体的；一切在内的 adv.全部地；总的说来 n.工装裤；罩衫

157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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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pap 1 [pæp] n.半流质食物；奶头；软食 n.(Pap)人名；(葡、罗、塞、芬、挪、冈)帕普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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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performances 1 [pə'fɔː mənsɪz] 性能

162 performer 1 n.演出者；执行者；演奏者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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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Phillips 1 ['filips] n.飞利浦（电子产业集团）；菲利普斯（姓氏）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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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placed 1 [pleɪst] adj. 名列前茅的（多指赛马）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67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68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169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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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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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、瑞典)普雷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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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173 regarded 1 英 [rɪ'ɡɑːd] 美 [rɪ'ɡɑ rːd] v. 尊敬；视为；注视；留意；和 ... 有关 n. 关心；尊敬；注意；致意；考虑

174 religions 1 [rɪ'lɪdʒənz] 宗教

175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76 resistance 1 [ri'zistəns] n.阻力；电阻；抵抗；反抗；抵抗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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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rosemary 1 ['rəuzməri, -mεəri] n.[植]迷迭香

179 scholar 1 ['skɔlə] n.学者；奖学金获得者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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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see 1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182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
183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184 simple 1 ['simpl] adj.简单的；单纯的；天真的 n.笨蛋；愚蠢的行为；出身低微者 n.(Simple)人名；(法)桑普勒

185 singers 1 歌手

186 singing 1 ['siŋiŋ] n.歌唱；歌声；耳鸣；振鸣 adj.唱歌的；音乐般的 v.唱歌（sing的ing形式）

187 skirts 1 [skɜ tːs] n. 下摆；女裙；边缘 名词skirt的复数形式.

188 soil 1 [sɔil] n.土地；土壤；国家；粪便；务农；温床 vt.弄脏；污辱 vi.变脏

189 southwestern 1 [,sauθ'westən] adj.西南部的；向西南的；来自西南的

190 speech 1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
191 spirit 1 ['spirit] n.精神；心灵；情绪；志气；烈酒 vt.鼓励；鼓舞；诱拐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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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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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status 1 n.地位；状态；情形；重要身份

196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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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199 superstar 1 ['sju:pəstɑ:] n.超级明星，巨星；超级星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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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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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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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t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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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theaters 1 n. 影剧院，剧院（theater复数）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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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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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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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09 uncommon 1 [,ʌn'kɔmən] adj.不寻常的；罕有的 adv.非常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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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212 us 1 pron.我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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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victor 1 ['viktə] n.胜利者 n.(Victor)人名；(俄、罗、保、匈)维克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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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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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Voltaire 1 [vɔl'ter] n.伏尔泰（法国启蒙思想家、哲学家、作家、历史学家）

217 war 1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218 wars 1 英 [wɔː (r)] 美 [wɔː r] n. 战争；斗争 v. 作战；斗争

219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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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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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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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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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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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