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2-03 [Arts and Culture] French Baguette Gets UNESCO
Recognition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2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i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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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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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5 to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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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guette 8 [bæ'get] n.法国棍子面包；成长方形的宝石 n.(Baguette)人名；(法)巴盖特

7 bread 8 [bred] n.面包；生计 vt.在…上洒面包屑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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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French 6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
10 of 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1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2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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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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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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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traditional 5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16 unesco 5 [ju:'neskəu] abbr.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（UnitedNationsEducational，Scientific，andCulturalOrganization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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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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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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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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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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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countr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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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food 3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24 france 3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25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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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making 3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27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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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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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your 3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30 agency 2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31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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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 bakeries 2 ['beɪkəri] n. 面包店；面包厂

34 bakery 2 ['beikəri] n.面包店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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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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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ost 2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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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cultural 2 ['kʌltʃərəl] adj.文化的；教养的

39 daily 2 ['deili] adj.日常的；每日的 n.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日常地；每日；天天 n.(Daily)人名；(英)戴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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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dan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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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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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for 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45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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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honored 2 英 ['ɒnəd] 美 ['ɑnərd] adj. 深感荣幸的；受尊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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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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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Japanese 2 [,dʒæpə'ni:z] adj.日本（人）的；日语的 n.日本人；日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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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low 2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人
名；(英、德)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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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55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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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Paris 2 ['pæris] n.巴黎（法国首都）；帕里斯（特洛伊王子）

57 proper 2 ['prɔpə] adj.适当的；本身的；特有的；正派的 adv.完全地 n.(Proper)人名；(英、德)普罗珀

58 quality 2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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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rum 2 [rʌm] adj.古怪的；奇特的 n.朗姆酒 n.(Rum)人名；(葡、印尼)鲁姆

61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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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staple 2 ['steipl] n.主要产品；订书钉；主题；主食 adj.主要的，大宗生产的；常用的；纺织纤维的 vt.把…分级；钉住

63 start 2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64 store 2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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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tradition 2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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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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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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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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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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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asma 1 抗平滑肌抗体免疫荧光测定试剂<诊断用药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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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7 audrey 1 ['ɔ:dri] n.奥德丽（女子名）

78 azoulay 1 阿祖莱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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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81 baguettes 1 巴盖特

82 bakehouse 1 ['beɪkhaʊs] n. 面包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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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baker 1 ['beikə] n.面包师；面包工人；（便携式）烘炉

84 bakers 1 n. 面包师；（美）轻便烘炉（baker的复数）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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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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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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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89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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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buying 1 n.买进 v.购买；获得；收买（buy的ing形式）

91 cents 1 [sents] n. 分，一分钱的硬币( cent的名词复数 )

92 champs 1 [tʃæmp] v. 大声地嚼；迫不及待 n. 冠军(=champion)

93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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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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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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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8 correct 1 [kə'rekt] vt.改正；告诫 vi.调整；纠正错误 adj.正确的；恰当的；端正的

99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100 craft 1 [krɑ:ft, kræft] n.工艺；手艺；太空船 vt.精巧地制作 n.(Craft)人名；(英、德、罗)克拉夫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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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Cuba 1 ['kju:bə] n.古巴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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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custom 1 n.习惯，惯例；风俗；海关，关税；经常光顾；[总称]（经常性的）顾客 adj.（衣服等）定做的，定制的

105 danger 1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
106 dates 1 [deɪt] n. 日期；年代；会晤时间；约会；约会对象；枣椰树；枣子 v. 给 ... 标明日期；确定年代；过时；显老；和 ... 约
会；追溯到

107 d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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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discuss 1 [dis'kʌs] vt.讨论；论述，辩论

109 dollar 1 ['dɔlə] n.美元 n.(Dollar)人名；(英)多拉尔

110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111 drink 1 [driŋk] vt.喝，饮；吸收；举杯庆贺 vi.喝酒；饮水；干杯 n.酒，饮料；喝酒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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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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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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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eating 1 ['i:tiŋ] adj.侵蚀的；可生食的；进餐用的 n.吃；食物 v.吃（eat的ing形式）

117 elysee 1 n.爱丽舍宫；巴黎的法国总统官邸

118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19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120 exist 1 [ig'zist] vi.存在；生存；生活；继续存在

121 expand 1 [ik'spænd] vt.扩张；使膨胀；详述 vi.发展；张开，展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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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failing 1 ['feiliŋ] n.失败；缺点，过失；弱点 prep.如果没有… adj.失败的 v.失败；不及格（fail的ing形式） n.(Failing)人名；(英)费
林

124 farhat 1 费尔哈特

125 Farmers 1 n.[农]农民（farmer的复数）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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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flour 1 ['flauə] n.面粉；粉状物质 vt.撒粉于；把…磨成粉 n.(Flour)人名；(法)弗卢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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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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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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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130 formerly 1 ['fɔ:məli] adv.以前；原来

131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132 gathered 1 ['gæðəɒ] adj. 聚集的；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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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135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136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37 Greece 1 希腊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
138 grew 1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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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Guatemala 1 [,gwæti'mɑ:lə] n.危地马拉（拉丁美洲国家）；危地马拉人

141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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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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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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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hundred 1 ['hʌndrəd] n.一百；许多 adj.一百的；许多的 num.百；百个

147 Hungary 1 ['hʌŋgəri] n.匈牙利（欧洲国家名）

148 importance 1 [im'pɔ:təns] n.价值；重要；重大；傲慢

149 ingredient 1 [in'gri:diənt] n.原料；要素；组成部分 adj.构成组成部分的

150 ingredients 1 [ɪŋ'riː diənts] n. 配料；作料；材料 名词ingredient的复数形式.

151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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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julien 1 n.于连（男子名）；朱利安（女子名）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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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kitchens 1 n. 厨房 名词kitchen的复数形式.

156 knowledge 1 ['nɔlidʒ] n.知识，学问；知道，认识；学科 n.(Knowledge)人名；(南非)诺利奇

157 Korea 1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158 large 1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159 leads 1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
160 leclerc 1 n.(Leclerc)人名；(法)勒克莱尔

161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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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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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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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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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marine 1 [mə'ri:n] adj.船舶的；海生的；海产的；航海的，海运的 n.海运业；舰队；水兵；（海军）士兵或军官 n.(Marine)人
名；(西)马里内；(英)马林

167 meal 1 [mi:l] n.一餐，一顿饭；膳食 vi.进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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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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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morocco 1 [mə'rɔkəu] n.摩洛哥（非洲一国家名）；[皮革]摩洛哥皮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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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narrow 1 ['nærəu] adj.狭窄的，有限的；勉强的；精密的；度量小的 n.海峡；狭窄部分，隘路 vt.使变狭窄 vi.变窄

172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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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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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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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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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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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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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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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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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2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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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practice 1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185 practices 1 ['præktɪs] n. 练习；实行；习惯；业务 v. 练习；实践；开业；执业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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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product 1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
188 public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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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quantity 1 ['kwɔntəti] n.量，数量；大量；总量

190 recognition 1 [,rekəg'niʃən] n.识别；承认，认出；重视；赞誉；公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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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regularly 1 ['regjələli] adv.定期地；有规律地；整齐地；匀称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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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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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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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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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salt 1 [sɔ:lt] n.盐；风趣，刺激性 adj.咸水的；含盐的，咸味的；盐腌的；猥亵的 vt.用盐腌；给…加盐；将盐撒在道路上使冰或
雪融化 n.(Salt)人名；(西)萨尔特；(英)索尔特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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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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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shaped 1 [ʃeipt] adj.合适的；成某种形状的；有计划的 vt.发展；成形（shape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

201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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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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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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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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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sold 1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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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standards 1 [s'tændədz] n. 规格 名词standard的复数形式.

209 subjects 1 ['sʌbdʒɪkts] n. 科目 名词subjec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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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12 ten 1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
213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14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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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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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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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217 traditions 1 [trə'dɪʃnz] 传统

218 tube 1 [tju:b, tu:b] n.管；电子管；隧道；电视机 vt.使成管状；把…装管；用管输送 vi.乘地铁；不及格

219 understanding 1 [,ʌndə'stændiŋ] n.谅解，理解；理解力；协议 adj.了解的；聪明的；有理解力的 v.理解；明白（understand的ing
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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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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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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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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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voted 1 英 [vəʊt] 美 [voʊt] n. 选举权；投票；选举；投票结果 v. 表决；选举；投票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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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warned 1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228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29 water 1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
230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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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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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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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wildly 1 ['waildli] adv.野生地；野蛮地；狂暴地；鲁莽地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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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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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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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8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39 yearly 1 ['jə:li, 'jiə-] adj.每年的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 n.年刊；年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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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yeast 1 [ji:st] n.酵母；泡沫；酵母片；引起骚动因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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