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5-01 [Arts and Culture] The French Language Debate in
Canada Continue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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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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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4 actors 1 ['æktəz] n.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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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j 5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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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ir 2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9 airline 1 ['εəlain] n.航空公司；航线 adj.航线的

10 airports 1 ['eəpɔː ts] 机场

11 Alaska 1 [ə'læskə] n.阿拉斯加州

12 all 1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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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5 and 1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6 anger 1 ['æŋgə] n.怒，愤怒；忿怒 vt.使发怒，激怒；恼火 vi.发怒；恼火 n.(Anger)人名；(罗)安杰尔；(法)安热；(德、捷、瑞典)
安格尔

17 apologized 1 [ə'plɒlədʒaɪzd] adj. 道歉的 动词apolog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8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19 appointed 1 [ə'pɔintid] adj.约定的，指定的 v.任命；指定；约定时间，地点（appoint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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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rtic 1 ['ɑ:tik] n.汽车列车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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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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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 attention 2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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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7 beaulac 2 博拉克

2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9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30 bilingual 4 [bai'liŋgwəl] adj.双语的 n.通两种语言的人

31 bilingualism 1 [bai'liŋgwəlizəm] n.能用两种语言

32 board 3 [bɔ:d] n.董事会；木板；甲板；膳食 vt.上（飞机、车、船等）；用板盖上；给提供膳宿 vi.寄宿 n.(Board)人名；(英、西)
博德

33 bo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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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rave 1 [breiv] adj.勇敢的；华丽的 vt.勇敢地面对 n.勇士 n.(Brave)人名；(英)布雷夫；(俄)布拉韦

35 business 2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36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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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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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came 2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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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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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Canada 14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41 Canadian 6 [kə'neidiən] adj.加拿大（人）的 n.加拿大人

42 Canadians 4 n.加拿大人( Canadian的名词复数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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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ertai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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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hallenge 2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
46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7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
48 chouinard 1 n. 乔伊纳德

49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50 cn 4 abbr. 中国(=China)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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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2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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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4 comments 2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55 commissioner 1 [kə'miʃənə] n.理事；委员；行政长官；总裁

56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57 company 2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58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
59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60 constitution 1 n.宪法；体制；章程；构造；建立，组成；体格

61 continued 1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
62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63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64 corporate 1 adj.法人的；共同的，全体的；社团的；公司的；企业的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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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ourageous 1 [kə'reidʒəs] adj.有胆量的，勇敢的

67 criticism 2 ['krɪtɪsɪzəm] n.批评；考证；苛求

68 criticized 1 ['krɪtɪsaɪz] v. 批评；挑剔；评论；非难；吹毛求疵

69 culture 1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70 daring 2 ['dεəriŋ] adj.大胆的，勇敢的 n.胆量，勇气 v.敢（dare的现在分词） n.(Da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达林

71 debate 2 [di'beit] vt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vi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n.辩论；辩论会

72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73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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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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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discrimination 1 [dis,krimi'neiʃən] n.歧视；区别，辨别；识别力

77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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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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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domination 2 [,dɔmi'neiʃən] n.控制；支配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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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Elizabeth 1 [i'lizəbəθ] n.伊丽莎白（女子名）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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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English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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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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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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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88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89 face 1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90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91 faith 1 [feiθ] n.信仰；信念；信任；忠实 n.(Faith)人名；(匈)福伊特；(英)费思，费丝(女名)；(瑞典)法伊特

92 favor 1 vt.较喜欢；像；优惠，偏袒；有利于；赐予；证实 n.帮助；赞同；偏爱，喜爱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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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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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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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98 French 20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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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101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02 governor 1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
103 Greenland 1 ['gri:nlənd] n.格陵兰（北美东北的一大岛名，属丹麦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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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happenings 1 ['hæpənɪŋz] n. 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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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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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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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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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howev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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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II 1 abbr.微光（ImageIntensification）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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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3 indigenous 3 [in'didʒinəs] adj.本土的；土著的；国产的；固有的

114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15 institutions 2 [ɪnstɪt'ju ʃːnz] n. 体系 名词institution的复数.

116 Inuit 2 ['injuit] adj.因纽特人的 n.因纽特人

117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8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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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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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Jill 1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121 Justin 1 ['dʒʌstin] n.贾斯廷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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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克；(匈)洛克

124 language 8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125 languages 3 ['læŋɡwɪdʒɪz] n. 语言 名词language的复数形式.

126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27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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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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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la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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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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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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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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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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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linguistic 2 [liŋ'gwistik,-kəl] adj.语言的；语言学的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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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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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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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Mary 1 ['mɛəri] n.玛丽（女子名）

141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142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143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144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145 military 1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146 million 2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
147 minister 3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148 ministries 1 ['mɪnɪstri] n. (政府的)部；内阁；(全体)牧师

149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50 Montreal 2 [,mɔntri'ɔ:l] n.蒙特利尔（加拿大东南部港市）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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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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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movie 1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154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155 nam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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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national 2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157 nativ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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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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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nominees 1 [nɒmɪ'niː z] 被提名者

161 none 1 [nʌn] pron.没有人；一个也没有；没有任何东西 adj.没有的，一点没有的 adv.决不，一点也不 n.(None)人名；(葡、罗)诺
内；(日)野根(姓)

162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163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64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165 observatory 1 [əb'zə:vitəri, ɔb-] n.天文台；气象台；瞭望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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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office 2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168 official 4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169 officially 1 [ə'fiʃəli] adv.正式地；官方地；作为公务员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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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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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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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opinion 1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173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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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175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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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owned 1 [əund] v.拥有；承认（own的过去分词） adj.自身拥有的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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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p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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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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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perce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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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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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plac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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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5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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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population 2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188 positi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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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190 preferred 2 英 [prɪ'fəd] 美 [prɪ'fɜːd] adj. 首选的；有优先权的

191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92 presse 1 Die Presse (German-Neue Freie Presse)-Vienna's Press (德语)维也纳通信社

193 prime 3 [praim] adj.主要的；最好的；基本的 adv.极好地 n.初期；青年；精华；全盛时期 vt.使准备好；填装 vi.作准备 n.(Prime)
人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
194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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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professor 2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197 protected 1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
198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199 province 2 ['prɔvins] n.省；领域；职权

200 public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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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publicly 1 ['pʌblikli] adv.公然地；以公众名义

202 Quebec 4 [kwi'bek; kə-] n.魁北克（加拿大港市省名）

203 queen 1 [kwi:n] n.女王，王后；（纸牌中的）皇后；（蜜蜂等的）蜂王 vt.使…成为女王或王后 vi.做女王 n.(Queen)人名；(英)奎
因

204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205 railway 1 ['reilwei] n.（英）铁路；轨道；铁道部门 vi.乘火车旅行

206 receiving 1 [ri'si:viŋ] adj.接受的 n.接受 v.接收（receive的ing形式）

207 recent 3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08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09 reflect 1 vt.反映；反射，照出；表达；显示;反省 vi.反射，映现；深思

210 reflected 1 [rɪ'flektɪd] adj. 反射的 动词refl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11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212 reminded 1 [rɪ'maɪnd] vt. 使想起；提醒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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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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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representative 1 [,repri'zentətiv] adj.典型的，有代表性的；代议制的 n.代表；典型；众议员

215 requires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216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217 Robbins 1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
218 Rousseau 2 ['ru:səu] n.卢梭（法国启蒙思想家）

219 royal 1 ['rɔiəl] adj.皇家的；盛大的；女王的；高贵的；第一流的 n.王室；王室成员

220 said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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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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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223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224 screen 1 [skri:n] n.屏，幕；屏风 vt.筛；拍摄；放映；掩蔽 vi.拍电影 n.(Screen)人名；(英)斯克林

225 search 1 [sə:tʃ] vi.搜寻；调查；探求 vt.搜索；搜寻；调查；搜查；探求 n.搜寻；探究，查究 n.(Search)人名；(英)瑟奇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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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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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separation 1 [,sepə'reiʃən] n.分离，分开；间隔，距离；[法]分居；缺口

229 served 1 英 [sɜːv] 美 [sɜ rː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
230 serves 1 英 [sɜːv] 美 [sɜ rː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
231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232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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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3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234 sh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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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Simon 1 ['saimən] n.西蒙（男子名）

236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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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39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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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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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someth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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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speak 3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
243 speaker 1 ['spi:kə] n.演讲者；扬声器；说话者；说某种语言的人 n.(Speaker)人名；(英)斯皮克

244 speakers 3 [s'piː kəz] n. 说话者；发言者；说某种语言者；扬声器（名词speaker的复数形式）

245 speaking 3 ['spi:kiŋ] adj.演讲的；富于表情的，雄辩的 n.说话；演讲 v.讲（speak的ing形式）

246 speaks 2 [spiː k] v. 讲；说话；演说；发言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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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stephane 1 斯特凡

249 stephanie 1 ['stefəni] n.斯蒂芬妮（女子名）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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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252 subtitles 2 ['sʌbtaɪtl] n. 副题(书本中的)； 说明或对白的字幕 vt. 给 ... 加副标题； 给 ... 加字幕

253 support 2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254 supporting 1 [sə'pɔ:tiŋ] adj.支持的；辅助性的；次要的 n.支持；支承面 v.支持；供养（suppor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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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television 1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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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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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t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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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the 3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60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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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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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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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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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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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to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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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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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translations 1 [træns'leɪʃnz] 翻译

269 Trudeau 4 特鲁多 n.(Trudeau)人名；(英、法)特鲁多

270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
271 truly 1 ['tru:li] adv.真实地，不假；真诚地 n.(Truly)人名；(英)特鲁利

272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73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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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us 1 pron.我们

276 use 2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277 video 1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278 videos 1 英 ['vɪdiəʊ] 美 ['vɪdioʊ] n. 录像；视频 v. 录制电视节目 adj. 视频的；录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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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81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82 w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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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284 whether 2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285 wor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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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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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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