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3-15 [As It Is] Brazil's President Offers Support to Territorial
Claims of Indigenous Groups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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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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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tivists 1 ['æktɪvɪsts] 积极分子

4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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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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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ministration 4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8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9 ago 2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10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1 already 2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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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14 amazon 3 ['æməzɔn] 亚马逊；古希腊女战士

15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6 and 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7 announce 1 [ə'nauns] vt.宣布；述说；预示；播报 vi.宣布参加竞选；当播音员

18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19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20 approval 2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21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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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rea 5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3 arguments 1 ['ɑːɡjʊmənts] n. 争论 名词argument的复数形式.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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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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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awaiting 1 [ə'weɪt] v. 等候；期待；将降临于

28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9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0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1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32 began 2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33 begun 1 [bi'gʌn] v.开始（begin的过去分词） n.(Begun)人名；(俄)别贡；(英)贝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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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36 Bolivia 1 [bə'liviə] n.玻利维亚（南美洲西部国家）

37 Brazil 3 [brə'zil] n.巴西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38 Brazilian 1 [brə'ziljən] adj.巴西的；巴西人的 n.巴西人

39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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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all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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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amp 1 [kæmp] vi.露营；扎营 vt.扎营；使扎营 n.露营 n.(Camp)人名；(英)坎普；(瑞典)坎普；(法)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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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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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45 Caty 1 卡蒂

46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47 children 2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48 CIO 1 abbr. 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（=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）；首席信息官（=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）

49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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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laims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
52 cleared 1 [klɪəd] adj. 清除的 动词cl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53 Colombia 1 [kə'lʌmbiə] n.哥伦比亚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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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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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ommunities 3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57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58 conflict 2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59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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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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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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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da 1 [dɑ:] n.（俄）是，是的；爸爸（等于dad） n.(Da)人名；(柬)达

65 davi 1 (=dynamic anti-resonant vibration isolator) 动力防共振隔振器

66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67 declarations 1 [ˌdeklə'reɪʃənz] n. 声明；公告 名词declaration的复数形式.

68 demanding 1 [di'mɑ:ndiŋ] adj.苛求的；要求高的；吃力的 v.要求；查问（demand的ing形式）

69 demarcate 2 ['di:mɑ:keit] vt.划分界线；区别

70 demarcation 4 [,di:mɑ:'keiʃən] n.划分；划界；限界

71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72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73 disputes 1 [dɪ'spju tː] v. 争论；辩驳；争议；质疑 n. 争论；争端；争吵

74 do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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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documents 1 英 ['dɒkjumənt] 美 ['dɑːkjumənt] n. 文件；公文；文档 vt. 记载；(用文件等)证明

76 doing 2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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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8 during 3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79 dying 1 ['daiiŋ] adj.临终的，垂死的 n.死，死亡 v.死，死亡；枯萎；失去活力（di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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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Ecuador 1 ['ekwədɔ:] n.厄瓜多尔（位于拉丁美洲）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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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
84 ethnic 1 ['eθnik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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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existed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
87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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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 expel 1 [ik'spel] vt.驱逐；开除

89 expressed 1 [ɪk'spres] n. 快车；快递；专使 adj. 明确的；急速的；直接的 adv. 用快递 vt. 表达；表示；挤压出；快递

90 false 1 [fɔ:ls] adj.错误的；虚伪的；伪造的 adv.欺诈地

91 Farmers 1 n.[农]农民（farmer的复数）

92 final 1 ['fainl] adj.最终的；决定性的；不可更改的 n.决赛；期末考试；当日报纸的末版

93 finished 1 ['finiʃt] adj.完结的，完成的；精巧的 v.完成；结束；毁掉（finish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94 fir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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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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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forest 1 ['fɔrist] vt.植树于，使成为森林 n.森林 n.(Forest)人名；(法)福雷；(英、西)福雷斯特

98 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99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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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gathering 1 ['gæðəriŋ] n.聚集；集会；收款 v.聚集（gather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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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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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105 gold 4 [gəuld] n.金，黄金；金色；金币 adj.金的，金制的；金色的 n.(Go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、罗、捷、瑞典)戈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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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Greater 1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
108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09 groups 5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110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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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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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13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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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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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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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18 his 8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19 home 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120 hospitals 1 ['hɒspɪtlz] 医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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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illegal 1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
123 in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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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4 indigenous 19 [in'didʒinəs] adj.本土的；土著的；国产的；固有的

125 invent 1 [in'vent] vt.发明；创造；虚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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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8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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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Jair 1 雅伊尔

130 January 2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131 kills 2 [kɪl] v. 杀死；终止；消灭；使痛苦；消磨；使精疲力竭 n. 杀；猎获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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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 land 5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133 lands 1 [lændz] n. 平原；土地 名词land的复数形式.

134 leaders 3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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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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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led 2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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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9 legalize 2 ['li:gəlaiz] vt.使合法化；公认；法律上认为…正当

140 lived 1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
141 loc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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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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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3 luiz 1 路易斯

144 lula 13 n. 卢拉

145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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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mai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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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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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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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151 miners 2 n. 矿工 名词miner的复数形式.

152 mining 3 ['mainiŋ] n.矿业；采矿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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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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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need 3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57 needs 2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158 new 8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59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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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162 of 1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63 offers 1 英 ['ɒfə(r)] 美 ['ɔː fər] vt. 提供；提出；（卖方）出价；贡献 vi. 提议；出现；求婚 n. 提议；出价

164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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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o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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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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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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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ownership 1 ['əunəʃip] n.所有权；物主身份

171 people 7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72 Peru 1 [pə'ru] n.秘鲁（拉丁美洲国家名）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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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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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175 policy 2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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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6 presidency 2 ['prezidənsi] n.总统（或董事长、会长、大学校长等）的职位（任期）；管辖；支配

177 president 4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78 presidential 1 [,prezi'denʃəl] adj.总统的；首长的；统辖的

179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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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pressuring 1 v.（美）对…施加压力（pressure的ing形式）

181 processes 1 n.过程；[计]进程（process的复数） v.处理（proces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加工

182 pushed 1 [puʃt] adj.处于窘境的；为难的；推挤现象的 v.推；挤；逼迫（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3 quickly 2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184 rainforest 2 英 ['reɪnfɒrɪst] 美 ['reɪnfɔː rɪst] n. 雨林

185 raposa 4 劳波绍

186 rebuilt 1 [ri:'bilt] v.重新组装（rebuil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重建

187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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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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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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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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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reportedly 1 [ri'pɔ:tidli] adv.据报道；据传闻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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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rice 1 [rais] n.稻；米饭 vt.把…捣成米糊状 n.(Rice)人名；(瑞典)里瑟；(塞)里采；(英)赖斯

196 rights 2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197 river 1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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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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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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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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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serra 4 ['serə] n.[生物]锯齿状器官 n.(Serra)人名；(意、法、土、西、葡、瑞典)塞拉

203 sharp 1 adj.急剧的；锋利的；强烈的；敏捷的；刺耳的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；突然地 n.尖头 vt.磨快；把音调升高 vi.升音演奏
n.(Sharp)人名；(英)夏普

204 silva 1 ['silvə] n.森林里的树木；森林志（等于sylva） n.(Silva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罗、塞、葡、瑞典、斯里、西、意、英)席尔
瓦

205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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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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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sol 4 [sɔl] n.溶胶；索尔（秘鲁的货币）；全音阶中的第五音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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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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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spok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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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standing 1 ['stændiŋ] adj.长期的；直立的；固定的 n.站立；持续；身分 v.站立；坚持不变；坐落于（stand的ing形式） n.
(Standing)人名；(英)斯坦丁；(德)施坦丁

214 st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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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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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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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218 subject 1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
219 suppor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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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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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22 take 2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223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224 telling 1 ['teliŋ] adj.有效的；生动的；显著的 n.命令；叙述；吐露真情 v.告诉；讲述（tell的ing形式）；命令 n.(Telling)人名；(英)
特林

225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226 territorial 1 [,teri'tɔ:riəl] adj.领土的；区域的；土地的；地方的 n.地方自卫队士兵

227 territories 5 英 ['terətri] 美 ['terətɔː ri] n. 领土；领域；版图；范围

228 territory 2 ['teritəri] n.领土，领域；范围；地域；版图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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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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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the 3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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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theirs 1 [ðεəz] pron.他们的；她们的；它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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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there 5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36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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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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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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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to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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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1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42 trip 1 [trip] vi.绊倒；远足；犯错误；轻快地走 n.旅行；绊倒；差错 vt.绊倒；使犯错 n.(Trip)人名；(荷)特里普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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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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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us 1 pron.我们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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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Venezuela 2 [,veni'zweilə] n.委内瑞拉

249 violence 1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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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visited 1 v.拜访，访问（visit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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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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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25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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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w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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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259 welcome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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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0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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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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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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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64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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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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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7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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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yanomami 2 雅诺马马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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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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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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