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1-25 [As It Is] Feared Ritual Dancers in Zimbabwe Try to
Change Public Imag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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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of 2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is 1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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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in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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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gule 13 古莱

8 ar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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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danc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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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people 10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1 for 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 i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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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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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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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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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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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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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9 w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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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zimbabwe 7 [zim'bɑ:bwei; -wi] n.津巴布韦（国家名，位于非洲）

21 t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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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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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public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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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someone 5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5 them 5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6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27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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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30 Members 4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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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wa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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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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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6 call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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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hange 3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38 comment 3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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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dancers 3 ['dɑːnsəz] 楼梯

40 dance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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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image 3 ['imidʒ] n.影像；想象；肖像；偶像 vt.想象；反映；象征；作…的像 n.(Image)人名；(法)伊马热

42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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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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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secret 3 ['si:krit] n.秘密；秘诀；机密 adj.秘密的；机密的 n.(Secret)人名；(法)塞克雷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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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47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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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traditional 3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50 us 3 pron.我们

51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2 w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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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your 3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54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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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56 appreciate 2 [ə'pri:ʃieit] vt.欣赏；感激；领会；鉴别 vi.增值；涨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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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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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ame 2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60 campaign 2 [kæm'pein] vi.作战；参加竞选；参加活动 n.运动；活动；战役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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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eremonies 2 英 ['serəməni] 美 ['serəmoʊni] n. 仪式；礼节；典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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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harm 2 [tʃɑ:m] n.魅力，吸引力；魔力 vt.使陶醉；行魔法 vi.有魔力；用符咒

65 connect 2 [kə'nekt] vt.连接；联合；关连 vi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

66 copiers 2 n. 复印机；影印机；抄写员；模仿者（copier的复数）

67 cultural 2 ['kʌltʃərəl] adj.文化的；教养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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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dead 2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
70 English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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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events 2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72 evil 2 ['i:vəl] adj.邪恶的；不幸的；有害的；讨厌的 n.罪恶，邪恶；不幸

73 f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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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falsely 2 ['fɔ:lsli] adv.错误地；虚伪地；不实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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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groups 2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77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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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80 including 2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81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82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83 li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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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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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main 2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85 makeup 2 ['meikʌp] n.化妆品；组成；补充；补考

86 m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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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7 mazura 2 马楚拉

88 member 2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89 men 2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90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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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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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organized 2 ['ɔ:gənaizd] adj.有组织的；安排有秩序的；做事有条理的 v.组织（organize的过去分词）

94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95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96 out 2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97 performances 2 [pə'fɔː mənsɪz] 性能

98 performed 2 英 [pə'fɔː m] 美 [pər'fɔː 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99 performers 2 n. 表演者；执行者（performer的复数形式）

100 prefer 2 [pri'fə:] vt.更喜欢；宁愿；提出；提升 vi.喜欢；愿意

101 ritual 2 ['ritjuəl, -tʃu-] n.仪式；惯例；礼制 adj.仪式的；例行的；礼节性的

102 scared 2 [skεəd] adj.害怕的 v.使害怕（scar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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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
105 still 2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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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traditions 2 [trə'dɪʃnz] 传统

108 understand 2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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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violent 2 ['vaiələnt] adj.暴力的；猛烈的

111 wear 2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112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113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114 young 2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
115 accept 1 [ək'sept] vt.接受；承认；承担；承兑；容纳 vi.承认；同意；承兑

116 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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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119 actor 1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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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122 adulthood 1 ['ædʌlthud, ə'dʌlt-] n.成年；成人期

123 adults 1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124 afraid 1 [ə'freid] adj.害怕的；恐怕；担心的

125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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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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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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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appearance 1 [ə'piərəns] n.外貌，外观；出现，露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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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arts 1 [a:ts] n.文科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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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3 association 1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134 attacked 1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135 attempted 1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
136 attract 1 [ə'trækt] vt.吸引；引起 vi.吸引；有吸引力

137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38 ban 1 [bæn] vt.禁止，取缔 n.禁令，禁忌 n.(Ban)人名；(日)蕃(名)；(缅、老、柬)班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万；(法)邦；(中)饼(广东
话·威妥玛)；(德、塞、罗、阿拉伯)巴恩；(英)班恩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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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beautiful 1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
141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142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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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belong 1 [bi'lɔŋ] vi.属于，应归入；居住；适宜；应被放置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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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breaking 1 ['breikiŋ] n.破坏；阻断 v.破坏（break的ing形式）

147 capit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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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
149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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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ceremonial 1 [,seri'məunjəl] adj.仪式的；正式的，礼仪的 n.仪式，礼节

152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153 Christian 1 ['kristjən; -tʃən] n.基督徒，信徒 adj.基督教的；信基督教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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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claim 1 [kleim] vi.提出要求 vt.要求；声称；需要；认领 n.要求；声称；索赔；断言；值得

156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157 closer 1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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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colonizers 1 n.殖民者，殖民地开拓者，移民( colonizer的名词复数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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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162 complex 1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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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165 copycat 1 英 ['kɒpikæt] 美 ['kɑːpikæt] n. 盲目的模仿者；山寨 adj. 模仿的 v. 盲目模仿

166 copycats 1 英 ['kɒpikæt] 美 ['kɑːpikæt] n. 盲目的模仿者；山寨 adj. 模仿的 v. 盲目模仿

167 cosmetics 1 [kɒz'metɪks] n. 化妆品

168 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
169 coverings 1 ['kʌvərɪŋz] n. 覆盖物

170 criminal 1 ['kriminəl] n.罪犯 adj.刑事的；犯罪的；罪恶的

171 criminals 1 [k'rɪmɪnlz] 罪犯

172 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73 dating 1 ['deitiŋ] n.约会；记日期的；注明日期 v.约会；定日期（date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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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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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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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disguise 1 [dis'gaiz] vt.掩饰；假装；隐瞒 n.伪装；假装；用作伪装的东西

179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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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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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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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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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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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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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estimate 1 ['estimeit] vi.估计，估价 n.估计，估价；判断，看法 vt.估计，估量；判断，评价

189 even 1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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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farai 1 法拉伊

192 fathers 1 英 ['fɑːðə(r)] 美 ['fɑːðər] n. 父亲；神父；祖先；创始人 v. 创造；当 ... 的父亲

193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194 feared 1 v.畏惧(f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为…忧虑（或担心、焦虑）；敬畏（神等）；感到害怕

195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196 followers 1 英 ['fɔː ləʊəz] 美 ['fɔː loʊəz] n. 追随者 名词follower的复数形式.

197 formally 1 ['fɔ:məli] adv.正式地；形式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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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funerals 1 n.葬礼，丧礼( funeral的名词复数 )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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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generation 1 [,dʒenə'reiʃən] n.一代；产生；一代人；生殖

202 George 1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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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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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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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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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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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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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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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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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hide 1 [haid] vt.隐藏；隐瞒；鞭打 vi.隐藏 n.躲藏；兽皮；躲藏处

212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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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humanity 1 [hju:'mænəti] n.人类；人道；仁慈；人文学科

215 identify 1 vt.确定；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；使参与；把…看成一样vi.确定；认同；一致

216 identity 1 [ai'dentəti] n.身份；同一性，一致；特性；恒等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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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importance 1 [im'pɔ:təns] n.价值；重要；重大；傲慢

218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19 increasingly 1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
220 initiate 1 [i'niʃieit, i'niʃiət, -eit] vt.开始，创始；发起；使初步了解 n.开始；新加入者，接受初步知识者 adj.新加入的；接受初步知识
的

221 initiated 1 [ɪ'nɪʃieɪt] vt. 开始；创始；启蒙；介绍加入 n. 创始人 adj. 新加入的；启蒙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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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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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4 involves 1 英 [ɪn'vɒlv] 美 [ɪn'vɑ lːv] vt. 包含；使忙于；牵涉；使卷入；使陷入

225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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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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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229 Kennedy 1 ['kenidi] n.肯尼迪（姓氏，美国第35任总统）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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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1 laws 1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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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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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235 li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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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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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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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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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loosely 1 ['lu:sli] adv.宽松地；放荡地；轻率地

240 Malawi 1 [mɑ:'lɑ:wi] n.马拉维（非洲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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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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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mask 1 [mɑ:sk, mæsk] n.面具；口罩；掩饰 vi.掩饰；戴面具；化装 vt.掩饰；戴面具；使模糊

244 masks 1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245 materials 1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246 Midlands 1 中部地区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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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249 Mozambique 1 [,məuzəm'bi:k] n.莫桑比克（非洲东南部国家，首都马普托）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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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252 musicians 1 [mju:'zɪʃənz] n. 音乐家（musician的复数）；乐师

253 mystery 1 [英 [ˈmɪstri] 美 [ˈmɪstəri]] n.秘密，谜；神秘，神秘的事物；推理小说，推理剧；常作mysteries秘技，秘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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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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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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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259 nothing 1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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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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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onl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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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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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outreach 1 ['autri:tʃ, ,aut'ri:tʃ] vt.超越，伸出；超出…的范围 vi.拓广，延伸 n.延伸，拓广；扩大服务范围 adj.扩大服务的

264 outsiders 1 [aʊt'saɪdəz] 局外人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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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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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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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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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270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271 performing 1 [pə'fɔ:miŋ] adj.表演的；履行的 v.表演（perform的ing形式）；履行

272 performs 1 英 [pə'fɔː m] 美 [pər'fɔː 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273 phineas 1 ['finiæs] n.菲尼亚斯（男子名）

274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275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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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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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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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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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purposes 1 英 ['pɜːpəs] 美 ['pɜ rːpəs] n. 目的；决心；意图；议题 v. 打算；决意

282 push 1 vt.推动，增加；对…施加压力，逼迫；按；说服 vi.推进；增加；努力争取 n.推，决心；大规模攻势；矢志的追求

283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284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85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286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287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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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religion 1 [ri'lidʒən] n.宗教；宗教信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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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replies 1 [rɪ'plaɪ] v. 回答；答复；回应 n. 回答；答复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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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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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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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respect 1 [ri'spekt] n.尊敬，尊重；方面；敬意 vt.尊敬，尊重；遵守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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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rituals 1 ['rɪtʃuəlz] 仪式

298 rooted 1 ['ru:tid, 'ru-] adj.根深蒂固的；生根的 v.生根（root的过去式）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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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0 secrets 1 n. 秘密 名词secret的复数形式.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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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303 severely 1 [si'viəli] adv.严重地；严格地，严厉地；纯朴地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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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5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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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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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309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310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311 spirits 1 ['spɪrɪts] n. 精力；情绪；烈酒 名词spirit的复数形式.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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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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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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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surrounding 1 [sə'raundiŋ] adj.周围的，附近的 n.环境，周围的事物

316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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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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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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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21 threatened 1 ['θretənd] adj.受到威胁的 v.威胁（threaten的过去分词）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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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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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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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tradition 1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
326 traditionally 1 [trə'diʃənəli] adv.传统上；习惯上；传说上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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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329 turning 1 ['tə:niŋ] n.转向；旋转；回转；转弯处 v.旋转（turn的ing形式）

330 unesco 1 [ju:'neskəu] abbr.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（UnitedNationsEducational，Scientific，andCulturalOrganization）

331 unidentified 1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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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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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unofficial 1 [,ʌnə'fiʃəl] adj.非官方的；非正式的

335 unsuspecting 1 [,ʌnsə'spektiŋ] adj.不怀疑的；未猜想到…的

336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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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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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39 values 1 ['væljʊz] n. 价值观念；价值标准 名词value的复数形式.

340 views 1 [v'juːz] n. 见解 名词view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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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
343 weapons 1 n.武器（weapon的复数）；武装切换；斗争工具 v.武装（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344 weddings 1 n. 婚礼（wedding的复数形式）

345 welcoming 1 ['welkəm] vt. 欢迎 adj. 受欢迎的 n. 欢迎 int. 欢迎(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)

346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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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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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wigs 1 [wɪɡ] n. 假发；呵斥 vt. 严斥；责骂

350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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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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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1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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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3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54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55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
356 Zambia 1 ['zæmbiə] n.赞比亚（非洲中南部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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