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2-04 [Arts and Culture] UN Adds Serbian Plum Brandy to
Cultural Heritage List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1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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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of 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i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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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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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randy 6 ['brændi] n.白兰地酒 n.(Brandy)人名；(法)布朗迪

7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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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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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cultural 3 ['kʌltʃərəl] adj.文化的；教养的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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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important 3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4 li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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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mad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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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ministry 3 ['ministri] n.（政府的）部门

17 plum 3 [plʌm] n.李子；梅子；洋李；紫红色 adj.人所希望的；有利的；上等的 n.(Plum)人名；(德、西)普卢姆；(英)普拉姆

18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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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Serbia 3 ['sə:biə] n.塞尔维亚（南斯拉夫成员共和国名）

20 Serbian 3 ['sə:biən] adj.塞尔维亚人（语）的；塞尔维亚的 n.塞尔维亚人（语）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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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tradition 3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
23 alcoholic 2 [,ælkə'hɔlik] adj.酒精的，含酒精的 n.酒鬼，酗酒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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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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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described 2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7 drink 2 [driŋk] vt.喝，饮；吸收；举杯庆贺 vi.喝酒；饮水；干杯 n.酒，饮料；喝酒

28 experts 2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29 fruit 2 [fru:t] n.水果；产物 vi.结果实 vt.使……结果实 n.(Fruit)人名；(法)弗吕；(英)弗鲁特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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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heritage 2 ['heritidʒ] n.遗产；传统；继承物；继承权 n.(Heritage)人名；(英)赫里蒂奇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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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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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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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packaging 2 ['pækidʒiŋ] n.包装；包装业，包装风格 v.包装（package的ing形式）

37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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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plums 2 [p'lʌmz] n. 李子

39 recognition 2 [,rekəg'niʃən] n.识别；承认，认出；重视；赞誉；公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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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Russell 2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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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t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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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4 traditional 2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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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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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48 adds 1 abbr.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(=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)

49 admissions 1 [əd'mɪʃnz] 招生

50 ages 1 [eɪdʒ] n. 年龄；时代；时期；长时间 v. （使）变老；（使）陈化

51 alcohol 1 ['ælkəhɔl] n.酒精，乙醇

52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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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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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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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7 balkan 1 ['bɔ:lkən] adj.巴尔干半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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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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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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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62 birth 1 [bɑ:θ] n.出生；血统，出身；起源

63 bottles 1 英 ['bɒtl] 美 ['bɑ tːl] n. 瓶子 vt. 抑制；把 ... 装入瓶内

64 brandies 1 ['brændi] n. 白兰地酒 v. 以白兰地酒调制

65 brown 1 [braun] adj.棕色的，褐色的；太阳晒黑的 vi.变成褐色 n.褐色，棕色 vt.使变成褐色 n.(Brown)人名；(英、意、芬、捷、
德、法、西、葡)布朗

66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67 celebrate 1 vt.庆祝；举行；赞美；祝贺；宣告 vi.庆祝；过节；举行宗教仪式

68 center 1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69 child 1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70 color 1 ['kʌlə] n.颜色；肤色；颜料；脸色 vt.粉饰；给...涂颜色；歪曲 vi.变色；获得颜色

71 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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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ontain 1 [kən'tein] vt.包含；控制；容纳；牵制（敌军） vi.含有；自制

74 containers 1 [kən'teɪnəs] n.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.

75 countr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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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creative 1 [kri'eitiv] adj.创造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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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dark 1 adj.黑暗的，深色的；模糊的；无知的；忧郁的 n.黑暗；夜；黄昏；模糊 n.（Dark）人名；（英）达克 n.（Dark）《暗
黑》（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）

79 decide 1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80 deserve 1 [di'zə:v] vi.应受，应得 vt.应受，应得

81 designs 1 [dɪ'zaɪn] n. 设计；图样；图案；目的 v. 设计；计划

82 despite 1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
83 distilleries 1 [dɪ'stɪləri] n. 蒸馏室；酿酒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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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distillery 1 [dis'tiləri] n.酿酒厂；蒸馏室

85 draw 1 [drɔ:] vt.画；拉；吸引 vi.拉；拖 n.平局；抽签 n.(Draw)人名；(英)德劳

86 drinks 1 [drɪŋks] n. 饮料 名词drink的复数形式.

87 enclose 1 [in'kləuz] vt.围绕；装入；放入封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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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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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everyday 1 ['evridei] adj.每天的，日常的 n.平时；寻常日子

91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92 export 1 [ik'spɔ:t, 'eks-, 'ekspɔ:t] n.输出，出口；出口商品 vi.输出物资 vt.输出，出口

93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94 flesh 1 [fleʃ] n.肉；肉体 vt.喂肉给…；使发胖 vi.长胖 n.(Flesh)人名；(英)弗莱什

95 fruits 1 [f'ru tːs] n. 成果 名词fruit的复数.

96 funerals 1 n.葬礼，丧礼( funeral的名词复数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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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generations 1 [dʒenə'reɪʃnz] n. 世代

99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100 grown 1 [grəun] adj.长大的；成年的；长满某物的 v.生长；变成；栽培（grow的过去分词）

101 hand 1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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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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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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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106 identity 1 [ai'dentəti] n.身份；同一性，一致；特性；恒等式

107 improved 1 [ɪm'pruːvd] adj. 改良的；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8 improves 1 [ɪm'pruːv] vt. 改善；改进；提高 vi. 变得更好；改进

109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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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juicy 1 ['dʒu:si] adj.多汁的；利润多的；生动的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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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3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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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liquid 1 ['likwid] adj.液体的；清澈的；明亮的；易变的 n.液体，流体；流音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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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118 locally 1 ['ləukəli] adv.局部地；在本地

119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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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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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morocco 1 [mə'rɔkəu] n.摩洛哥（非洲一国家名）；[皮革]摩洛哥皮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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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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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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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oak 1 [əuk] n.橡树；橡木色；橡木家具 adj.栎树的；栎木制的 n.(Oak)人名；(英)奥克

127 offering 1 ['ɔfəriŋ, 'ɔ:-] n.提供；祭品；奉献物；牲礼 v.提供（offer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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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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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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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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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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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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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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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preparation 1 [,prepə'reiʃən] n.预备；准备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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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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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producing 1 [prə'djuːsɪŋ] n.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41 purple 1 ['pə:pl] adj.紫色的；帝王的；华而不实的 n.紫色；紫袍 vi.变成紫色 vt.使成紫色

142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143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144 red 1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
145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146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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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request 1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
149 requested 1 [rɪ'kwestɪd] adj. 被请求的；必要的 动词requ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0 round 1 [raund] n.圆；循环；一回合；圆形物 adj.圆的；完全的；大概的；肥胖的 adv.在周围；迂回地；朝反方向；挨个 vt.完
成；围捕；绕行；弄圆 vi.进展；变圆；环行；发胖 prep.附近；绕过；大约；在…周围 n.(Round)人名；(英)朗德

151 rural 1 ['ruərəl] adj.农村的，乡下的；田园的，有乡村风味的

152 save 1 vt.节省；保存；储蓄；解救 vi.节省；挽救 prep.除...之外 n.救援 n.(Save)人名；(法)萨夫；(意、保、西、罗、塞、瑞典)
萨薇(女名)，萨韦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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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seed 1 [si:d] n.种子；根据；精液；萌芽；子孙；原由 vt.播种；结实；成熟；去…籽 vi.播种；（植物）结实 n.(Seed)人名；(英)
锡德

155 serbs 1 塞尔维亚人

156 skin 1 [skin] n.皮肤；外皮 vt.剥皮 vi.愈合；长皮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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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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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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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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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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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sweet 1 [[swi:t] adj.甜的；悦耳的；芳香的；亲切的 n.糖果；乐趣；芳香；宝贝 （俚）酷毙了 n.(Sweet)人名；(英)斯威特

164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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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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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un 1 [ʌn, ən] pron.家伙，东西 n.(Un)人名；(柬)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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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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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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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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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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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172 visitors 1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173 weddings 1 n. 婚礼（wedding的复数形式）

174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175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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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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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whiskey 1 ['hwiski] n.威士忌酒 adj.威士忌酒的

178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179 widespread 1 ['waid'spred] adj.普遍的，广泛的；分布广的

180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81 wood 1 [wud] n.木材；木制品；树林 vi.收集木材 vt.植林于；给…添加木柴 n.(Wood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、阿拉伯)伍德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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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3 yellow 1 adj.黄色的；黄皮肤的 adj.胆小的 n.黄色；黄种人；黄色颜料 vi.变黄或发黄 vt.使变黄或发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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