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3-19 [America's Presidents] James Madison_ Scholar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8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4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Madison 28 ['mædisən] n.麦迪逊（姓氏）；麦迪逊（美国城市）

4 to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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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in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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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and 2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7 was 1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8 he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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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for 1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 war 13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11 British 12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12 or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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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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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they 1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5 as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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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merican 9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7 at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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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 bu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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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had 9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
20 not 9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1 sh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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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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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mos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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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were 8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5 with 8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6 did 7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27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8 government 7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29 mo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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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native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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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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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president 7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33 americans 6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34 Dolley 6 n. 多利

35 her 6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36 i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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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well 6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韦
尔

38 when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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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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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house 5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40 new 5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41 on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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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adj 4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43 battle 4 ['bætl] n.战役；斗争 vi.斗争；作战 vt.与…作战 n.(Battle)人名；(英)巴特尔；(法)巴特勒；(西)巴特莱

44 became 4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45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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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fir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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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kelly 4 ['keli] n.黄绿色，鲜绿色

48 name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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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soldiers 4 ['səuldʒə] n.[军]士兵；战士数量（soldier的复数）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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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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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3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54 against 3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55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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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Britain 3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57 burned 3 [bə:nd] adj.焦头烂额 v.[外科]烧伤（burn的过去式）

58 constitution 3 n.宪法；体制；章程；构造；建立，组成；体格

59 died 3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60 fight 3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61 general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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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Harrison 3 ['hærisn] n.哈里森（男子名，哈里之子）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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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him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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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5 James 3 [dʒeimz] n.詹姆斯（姓氏，男子名）；《雅各书》

66 lef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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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7 loved 3 [lʌvd] v.热爱（lov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恋爱的；受珍爱的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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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par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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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presidency 3 ['prezidənsi] n.总统（或董事长、会长、大学校长等）的职位（任期）；管辖；支配

71 proposed 3 英 [prəʊ'pəʊzd] 美 [prə'poʊzd] adj. 被提议的

72 settlers 3 ['setləz] 移民

73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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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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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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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Washington 3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77 went 3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78 word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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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9 acted 2 ['æktɪd] v. 行动；假装；表演；扮演；充当（动词a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80 already 2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81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82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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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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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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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ba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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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become 2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86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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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be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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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capable 2 ['keipəbl] adj.能干的，能胜任的；有才华的

90 captured 2 英 ['kæptʃə(r)] 美 ['kæptʃər] vt. 捕获；占领；夺取；吸引；(用照片等)留存 n. 捕获；战利品

91 causing 2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92 commanders 2 Commander Islands in the Bering Sea 白令海群岛军队司令官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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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cover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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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crowded 2 ['kraudid] adj.拥挤的；塞满的 v.拥挤（crowd的过去分词）

96 devastating 2 ['devəsteitiŋ] adj.毁灭性的；全然的 v.摧毁（devastate的ing形式）；毁坏

97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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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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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down 2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101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02 earlier 2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103 ended 2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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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family 2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106 glamor 2 ['glæmə] n.魅力；魔法；迷人的美（等于glamour） vt.迷惑；使有魅力（等于glamour）

107 goo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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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great 2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109 head 2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110 helped 2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111 h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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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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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husband 2 ['hʌzbənd] vt.节约地使用（或管理） n.丈夫 n.(Husband)人名；(英)赫斯本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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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jean 2 [dʒi:n, dʒein] n.牛仔裤；[纺]斜纹棉布

116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17 lady 2 ['leidi] n.女士，夫人；小姐；妻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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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led 2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20 lives 2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121 loo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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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ma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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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majo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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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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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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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no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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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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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Orleans 2 [ɔ:'liənz] n.奥尔良（法国城市）

130 painting 2 ['peintiŋ] n.绘画；油画；着色 v.绘画（paint的ing形式）；涂色于 n.(Painting)人名；(英)佩因廷

131 participate 2 vi.参与，参加；分享 vt.分享；分担 [过去式participated过去分词participated现在分词participating]

132 parties 2 英 ['pɑ tːi] 美 ['pɑ rːti] n. 聚会；宴会；政党；一伙人；[律]当事人 vi. 开派对

133 prevent 2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134 ragtag 2 ['rægtæg] n.贱民；乌合之众；下层社会 adj.贱民的；衣衫褴褛的

135 remember 2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
136 revolutionary 2 [,revə'lju:ʃənəri] adj.革命的；旋转的；大变革的 n.革命者

137 sai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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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39 secretary 2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
140 servants 2 ['sɜːvənts] n. 仆人，佣人；公务员（名词servant的复数形式）

141 set 2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142 slaves 2 [sleɪv] n. 奴隶；像奴隶般受制的人；【机】从动装置 v. 做苦工；做奴隶；拼命干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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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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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started 2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46 st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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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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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term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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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150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151 toast 2 n.干杯；烤面包；接受敬酒的人；（在某领域）广受赞誉的人 vt.向…祝酒，为…干杯 vi.烤火，取暖；使暖和；烘烤
（面包片等）

152 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153 toge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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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took 2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155 tribes 2 特里韦斯

156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157 very 2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
158 victory 2 ['viktəri] n.胜利；成功；克服 n.(Victory)人名；(西)维多利；(英)维克托里

159 Virginia 2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
160 voters 2 ['vəʊtəz] 选民

161 warriors 2 ['wɒriəz] 武士

162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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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164 widow 2 ['widəu] vt.使成寡妇 n.寡妇；孀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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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wrote 2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167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68 ab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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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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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abroad 1 [ə'brɔ:d] adv.在国外；到海外 adj.往国外的 n.海外；异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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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accused 1 [ə'kju:zd] n.被告 adj.被控告的 v.指责；控告（accuse的过去式）

173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174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175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176 agree 1 [ə̍ ɡriː ] vt.同意，赞成；承认；约定，商定 vi.vi.同意，意见一致；约定，商定

177 albert 1 ['ælbət] n.艾伯特（男子名）

178 alliance 1 [ə'laiəns] n.联盟，联合；联姻

179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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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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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amendments 1 [ə'mendmənts] 增补品种

184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85 andrew 1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186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187 anthem 1 ['ænθəm] n.赞美诗；圣歌 vt.唱圣歌庆祝；唱赞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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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approach 1 [ə'prəutʃ] n.方法；途径；接近 vt.接近；着手处理 vi.靠近

190 approaching 1 [ə'prəutʃiŋ] v.接近（approach的ing形式）；[航]进场；侵入

191 approved 1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192 army 1 ['ɑ:mi] n.陆军，军队

193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194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195 attack 1 [ə'tæk] n.攻击；抨击；疾病发作 vt.攻击；抨击；动手干 vi.攻击；腐蚀 n.(Attack)人名；(瑞典)阿塔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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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attend 1 [ə'tend] vt.出席；上（大学等）；照料；招待；陪伴 vi.出席；致力于；照料；照顾

198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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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attracting 1 [ə'trækt] v. 吸引；引来

201 attractive 1 [ə'træktiv] adj.吸引人的；有魅力的；引人注目的

202 balances 1 ['bæləns] n. 平衡；天平；平静；结余；差额；调和；制衡 vt. 权衡；使平衡；抵消；称重量 vi. 均衡；建立平衡

203 bankrupted 1 ['bæŋkrʌpt] adj. 破产的；道德败坏的；枯竭的 n. 破产者；无知的人 vt. 使破产

204 banner 1 n.横幅图片的广告模式 n.旗帜，横幅,标语 n.人名(英、德、罗)班纳

205 basis 1 ['beisis] n.基础；底部；主要成分；基本原则或原理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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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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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bed 1 [bed] n.床；基础；河底，海底 vt.使睡觉；安置，嵌入；栽种 vi.上床；分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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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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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belief 1 [bi'li:f] n.相信，信赖；信仰；教义

213 benefited 1 adj.受益的 v.受益（benefit的过去式）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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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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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215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216 bill 1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
217 bird 1 [bə:d] n.鸟；家伙；羽毛球 vt.向…喝倒彩；起哄 vi.猎鸟；观察研究野鸟 n.(Bird)人名；(英、西)伯德

218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
219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220 books 1 ['bʊks] n. 帐目；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.

221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222 bullets 1 ['bʊlɪts] n. 弹药；军火 名词bullet的复数形式.

223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224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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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Capitol 1 ['kæpitəl] n.美国国会大厦；（美国）州议会大厦

227 carefully 1 ['kɛəfəli] adv.小心地

228 Catherine 1 ['kæθərin] n.凯瑟琳（女子名）

229 Caty 1 卡蒂

230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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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checks 1 [t'ʃeks] n. （复）制约（复数形式常用在短语checks and balances中；意思是 制约与平衡） 名词check的复数形式.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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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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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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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
除；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238 cloth 1 [klɔθ, klɔ:θ] n.布；织物；桌布 adj.布制的 n.(Cloth)人名；(德)克洛特

239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240 colonists 1 n.殖民地开拓者，移民，殖民地居民( colonist的名词复数 )

241 conflict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242 congress 1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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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cos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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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246 couple 1 ['kʌpl] n.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结合；成婚 vt.结合；连接；连合 n.(Couple)人名；(法)库普勒

247 court 1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(法)库尔

248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249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250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251 dc 1 [ˌdiː 'siː ] abbr. 直流(=direct current) abbr. 哥伦比亚特区(=District of Columbia)

252 dead 1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
253 deadly 1 ['dedli] adj.致命的；非常的；死一般的 adv.非常；如死一般地

254 dear 1 [diə] adj.亲爱的；尊敬的；昂贵的 adv.高价地；疼爱地 int.哎呀 n.亲爱的人 n.(Dear)人名；(英、西)迪尔

255 debates 1 [dɪ'beɪt] n. 辩论；讨论 vt. 争论；思考 vi. 辩论

256 declared 1 [di'klεəd] adj.公然的；公开宣布的

257 defeated 1 [dɪ'fiː t] n. 挫败；败北 vt. 战胜；击败；使...不能实现

258 defenses 1 [dɪ'fens] n. 防卫；防卫物；辩护 vt. 防守

259 demanded 1 英 [dɪ'mɑːnd] 美 [dɪ'mænd] n. 要求；需求 v. 要求；查问；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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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despite 1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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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dinner 1 ['dinə] n.晚餐，晚宴；宴会；正餐 n.(Dinner)人名；(法)迪内

263 dramatic 1 adj.戏剧的；急剧的；引人注目的；激动人心的

264 dramatically 1 adv.戏剧地；引人注目地 adv.显著地，剧烈地

265 dressed 1 ['dresid] adj.穿好衣服的；打扮好的；去内脏及分割加工好的（特指动物，如鱼，禽类等） v.装饰；给…穿衣；布置
（dress的过去分词）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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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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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earned 1 ['ɜːnd] adj. 挣得的；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69 eastern 1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270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271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272 elected 1 v.（进行）选举(el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推举； 选择；决定（做某事）

273 end 1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274 energetic 1 [,enə'dʒetik] adj.精力充沛的；积极的；有力的

275 enslaved 1 [ɪn'sleɪv] vt. 使做奴隶；使处于奴役的状态

276 era 1 ['iərə, 'εərə] n.时代；年代；纪元 n.(Era)人名；(意、芬、印)埃拉

277 escape 1 vt.逃避，避开，避免；被忘掉；被忽视 vi.逃脱；避开；溜走；（气体，液体等）漏出；（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
而）逃脱；声音（不自觉地）由…发出 n.逃跑；逃亡；逃走；逃跑工具或方法；野生种；泄漏

278 escaped 1 [ɪ'skeɪpt] adj. 逃脱的 动词esca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79 estate 1 n.房地产；财产；身份

280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281 exciting 1 [ik'saitiŋ] adj.令人兴奋的；使人激动的 v.激动；刺激（excite的ing形式）；唤起

282 executive 1 adj.行政的；经营的；执行的，经营管理的 n.总经理；执行委员会；执行者；经理主管人员

283 explained 1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
284 express 1 [ik'spres] vt.表达；快递 adj.明确的；迅速的；专门的 n.快车，快递，专使；捷运公司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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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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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7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288 failed 1 [feild] adj.已失败的，不成功的 v.失败，不成功（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89 famously 1 ['feiməsli] adv.著名地；极好地

290 father 1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
291 feather 1 ['feðə] n.羽毛 vt.用羽毛装饰 vi.长羽毛 n.(Feather)人名；(英)费瑟

292 feathers 1 ['feðəz] n. 羽毛；羽衣；装束 名词feather的复数形式.

293 feelings 1 ['fiː lɪŋs] n.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.

294 felt 1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295 field 1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296 finally 1 ['fainəli] adv.最后；终于；决定性地

297 fire 1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开
枪；激动；烧火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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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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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1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302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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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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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fought 1 [fɔ:t] v.战斗（fight的过去分词）；打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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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freedom 1 ['fri:dəm] n.自由，自主；直率 n.(Freedom)人名；(英)弗里德姆

307 Gallatin 1 ['gælətin] n.加勒廷（姓氏）

308 gatherings 1 ['ɡæðərɪŋz] n. 聚集，集会（名词gathering的复数形式）

309 generals 1 ['dʒenərəlz] n. 将军 名词general的复数形式.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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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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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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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314 growths 1 [ɡ'rəʊθs] 生长

315 guests 1 [ɡest] n. 客人；宾客；特别来宾；[动植物]寄生生物 v. 做特邀嘉宾；做特约演员；客串；招待；做客

316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317 harm 1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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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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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321 Henry 1 ['henri] n.亨利（男子名）

322 historian 1 [his'tɔ:riən] n.历史学家

323 historians 1 [hɪs'tɔː riənz] 历史学家

324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325 honor 1 ['ɔnə] n.荣誉；信用；头衔 vt.尊敬（等于honour）；给…以荣誉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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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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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329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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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independence 1 [,indi'pendəns] n.独立性，自立性；自主

332 independent 1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
333 Indiana 1 [,indi'ænə] n.印第安纳州（美国中部的州）

334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335 intelligence 1 n.智力；情报工作；情报机关；理解力；才智，智慧；天分

336 interfering 1 [,intə'fiəriŋ] adj.干涉的；多管闲事的 v.妨碍（interfere的ing形式）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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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invited 1 [ɪn'vaɪtɪd] adj. 邀请的；引起的；招致的 动词inv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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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0 Jackson 1 ['dʒæksn] n.杰克逊（男子名）；杰克逊（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城市）

341 Jefferson 1 ['dʒefəsn] n.杰弗逊（姓氏）

342 jennings 1 ['dʒeniŋz] n.詹宁斯（姓氏）

343 jersey 1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
344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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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Ladies 1 ['leidiz] n.女盥洗室；女士（Lady的复数）

347 l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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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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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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9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350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
351 legacy 1 ['legəsi] n.遗赠，遗产

352 legislature 1 ['ledʒisleitʃə] n.立法机关；立法机构

353 liberties 1 英 ['lɪbəti] 美 ['lɪbərti] n. 自由；自由权；冒失

354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355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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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liked 1 [laikt] v.喜欢（like的过去式）

358 listen 1 ['lisən] vi.听，倾听；听从，听信 n.听，倾听

359 listening 1 ['lisəniŋ] adj.收听的；助听的 n.倾听 v.听（listen的ing形式）
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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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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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2 loss 1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
363 Louisiana 1 [lu:,i:zi'ænə] n.美国路易斯安那州

364 lying 1 adj.说谎的；躺着的，卧着的 n.说谎；横卧
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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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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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m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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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68 married 1 ['mærid] adj.已婚的，有配偶的；婚姻的，夫妇的；密切结合的 n.已婚者 v.结婚，与…结婚（marry的过去式）

369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370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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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militia 1 [mi'liʃə] n.民兵组织；自卫队；义勇军；国民军

373 milli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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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
375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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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mrs 1 ['misiz] n.太太；夫人（用于已婚妇女姓名前的尊称）
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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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380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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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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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nearer 1 ['nɪərə] adj. 较近的 形容词near的比较级形式.

384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385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386 niece 1 [ni:s] n.外甥女，侄女 n.(Niece)人名；(英)尼斯

387 notable 1 ['nəutəbl] adj.值得注意的，显著的；著名的 n.名人，显要人物

388 notes 1 英 [nəʊt] 美 [noʊt] n. 笔记；便条；纸币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音调 vt. 注意；记录；注解

389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3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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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1 opposing 1 英 [ə'pəʊzɪŋ] 美 [ə'poʊzɪŋ] adj. 反作用的；反向的；相反的；对立的 动词oppose的现在分词.

392 opposites 1 反义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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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3 ordered 1 ['ɔ:dəd] adj.[数]有序的；整齐的；安排好的 v.命令；点餐（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94 organize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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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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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397 outer 1 ['autə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远离中心的 n.环外命中

398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3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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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Paul 1 [pɔ:l] n.保罗（男子名）

401 payne 1 [pein] n.佩恩（姓氏）；佩恩（美国剧作家，演员）

402 peace 1 [pi:s] n.和平；平静；和睦；秩序 n.(Peace)人名；(英)皮斯

403 peacock 1 ['pi:kɔk] n.孔雀；雄孔雀；爱虚荣的人 vi.炫耀；神气活现地走 n.(Peacock)人名；(英)皮科克

404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
405 personalities 1 [ˌpɜːsə'nælɪtɪz] n. 人格；个性；名人 名词personality的复数形式.

406 persuade 1 [pə'sweid] vt.说服，劝说；使某人相信；劝某人做（不做）某事 vi.说服；被说服 adj.空闲的，有闲的

407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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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politicians 1 [pɒlɪ'tɪʃnz] 政治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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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popularity 1 [,pɔpju'lærəti] n.普及，流行；名气；受大众欢迎

412 positions 1 [pə'ziʃənz] n.[水运]位置（position的复数）；定位

413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414 Powers 1 n.能天使；力天使

415 presents 1 [p'rɪzents] n. 礼物 名词present的复数形式.

416 presidents 1 [p'rezɪdənts] n. 总统

417 princeton 1 ['prinstən] n.普林斯顿（美国新泽西州中部的自治市镇）

418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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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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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4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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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424 quiz 1 [kwiz] n.考查；恶作剧；课堂测验 vt.挖苦；张望；对…进行测验

425 rain 1 [rein] n.雨；下雨；雨天；雨季 vi.下雨；降雨 vt.大量地给；使大量落下 n.(Rain)人名；(法)兰；(英)雷恩；(罗、捷)赖恩

426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427 reached 1 到达

428 read 1 [ri:d] vt.阅读；读懂，理解 vi.读；读起来 n.阅读；读物 adj.有学问的 n.(Read)人名；(英)里德

429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430 relations 1 [ri'leʃənz] n.关系；交往；事务

431 remained 1 [rɪ'meɪn] v. 剩余；逗留；留下；依然；保持 n. 剩余物；遗迹；残骸

432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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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435 retired 1 [ri'taiəd] adj.退休的；退役的；幽闭的 v.退休（retire的过去分词）

436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437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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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8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439 sailors 1 ['seɪləz] 海员

4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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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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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scholar 1 ['skɔlə] n.学者；奖学金获得者

443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444 second 1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4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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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6 seizing 1 ['si:ziŋ] n.抓；夺；捆绑 v.抓住；利用（seize的ing形式）；理解

447 separated 1 ['sepəreitid] adj.分开的；分居；不在一起生活的 v.分开；隔开（sepa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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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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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0 serving 1 ['sə:viŋ] n.服务；上菜；一份食物 v.服务（serve的ing形式） adj.用于上菜的 n.(Serving)人名；(瑞典)塞尔温

451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452 shells 1 ['ʃelz] n. 贝壳 名词shell的复数形式.

453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454 sick 1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
455 skilled 1 [skild] adj.熟练的；有技能的；需要技能的

456 slave 1 [sleiv] n.奴隶；从动装置 vi.苦干；拼命工作 n.(Slave)人名；(塞、罗)斯拉韦

4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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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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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9 soft 1 [sɔft, sɔ:ft] adj.软的，柔软的；温柔的，温和的；软弱的；笨的 adv.柔软地；温和地 n.柔性；柔软的东西；柔软部分

460 soldier 1 ['səuldʒə] n.军人；[昆]兵蚁；懒汉；一片烤面包 vi.当兵；磨洋工；坚持干；假称害病

461 son 1 [sʌn] n.儿子；孩子（对年轻人的称呼）；男性后裔 n.(Son)人名；(土、老、柬)松；(法、罗)索恩；(日)存(名)；(日)孙
(姓)；(越)山

462 song 1 [sɔŋ, sɔ:ŋ] n.歌曲；歌唱；诗歌；鸣声 n.(Song)人名；(泰)颂；(柬)松；(英)桑；(老)宋；(越)双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松

463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464 spangled 1 ['spæŋgəld] adj. 装有闪光饰片的 动词span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65 squeeze 1 [skwi:z] vt.挤；紧握；勒索 vi.压榨 n.压榨；紧握；拥挤；佣金

466 squeezes 1 [skwiː z] v. 挤压；塞进；压榨；设法腾出 n. 挤压；少量；拥挤；严控；财政困难

467 star 1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468 States 1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4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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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0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471 stories 1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472 strange 1 [streindʒ] adj.奇怪的；陌生的；外行的 adv.奇怪地；陌生地，冷淡地 n.(Strange)人名；(英)斯特兰奇；(瑞典、塞)斯特
朗格

473 strict 1 [strikt] adj.严格的；绝对的；精确的；详细的

474 stronger 1 [英[strɒŋə(r)] 美[strɒŋə]] adj.更强壮的

4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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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6 succeeded 1 [sək'siː dɪd] v. 成功（动词succ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77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478 suggest 1 vt.提议，建议；启发；使人想起；显示；暗示

479 supreme 1 [sju'pri:m, sə-] adj.最高的；至高的；最重要的 n.至高；霸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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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0 surprised 1 [sə'praizd] adj.感到惊讶的，出人意料的 v.使惊奇（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481 surviving 1 [sə'vaiviŋ] adj.继续存在的；未死的；依然健在的 v.生存（survive的ing形式）

482 symbol 1 ['simbəl] n.象征；符号；标志

483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484 table 1 ['teibl] n.桌子；表格；平地层 vt.制表；搁置；嵌合 adj.桌子的 n.(Table)人名；(罗)塔布莱

485 tak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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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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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87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488 talks 1 ['tɔː ks] 会谈

489 Tecumseh 1 [ti'kʌmsə] n.特库姆塞（美国一个地区）

490 TENS 1 十位

491 tense 1 [tens] adj.紧张的；拉紧的 vt.变得紧张；使拉紧 vi.拉紧，变得紧张 n.时态

492 terms 1 [tə:mz] n.地位，关系；[法]条款；术语；措辞；价钱（term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称为（term的三单形式）

493 Thames 1 [temz] n.（伦敦的）泰晤士河

494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495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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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7 thirteen 1 ['θə:'ti:n] n.十三；十三岁；十三个 num.十三 adj.十三的；十三个的

498 Thomas 1 ['tɔməs] n.托马斯（男子名）；多马（耶稣十二门徒之一）

499 thousand 1 ['θauzənd] n.一千；一千个；许许多多 adj.成千的；无数的

500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501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502 throw 1 [θrəu] vt.投；抛；掷 vi.抛；投掷 n.投掷；冒险

503 Tippecanoe 1 ['tipi:kə'nu:] n.蒂珀卡努河（美国一河流）

504 Todd 1 [tɔd] n.托德（姓氏，英国化学家，曾获1957年诺贝尔化学奖）

505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506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507 Toronto 1 [tə'rɔntəu] n.多伦多（加拿大城市）

508 trade 1 [treid] n.贸易，交易；行业；职业 vi.交易，买卖；以物易物 vt.用…进行交换

509 treasury 1 ['treʒəri, 'trei-] n.国库，金库；财政部；宝库

510 treaties 1 [triː tɪz] n. 条约 名词treaty的复数形式.

511 treaty 1 ['tri:ti] n.条约，协议；谈判

512 tribal 1 ['traibəl] adj.部落的；种族的 n.(Tribal)人名；(法)特里巴尔

513 troops 1 n.[军]部队；[军]军队（troop的复数形式）

514 turban 1 ['tə:bən] n.穆斯林的头巾；女用头巾；无檐帽，狭边帽 n.(Turban)人名；(德)图尔班；(法)蒂尔邦

515 turbans 1 n.长头巾( turban的名词复数 ); （伊斯兰教徒的）包头巾; 女用头巾; （妇女的）无檐帽

516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
517 uncle 1 ['ʌŋkl] n.叔叔；伯父；伯伯；舅父；姨丈；姑父

5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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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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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0 unity 1 ['ju:niti] n.团结；一致；联合；个体 n.(Unity)人名；(英)尤妮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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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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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3 victories 1 ['vɪktəri] n. 胜利；成功

5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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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5 violated 1 ['vaɪəleɪt] v. 侵犯；违反；扰乱；亵渎；强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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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6 vision 1 n.视力；美景；眼力；幻象；想象力；幻视（漫威漫画旗下超级英雄） vt.想象；显现；梦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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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8 voice 1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529 warm 1 [wɔ:m] adj.温暖的；热情的 vi.同情；激动；变温暖 vt.使…兴奋；使…温暖；使…感兴趣 n.取暖；加热 n.(Warm)人名；
(英)沃姆；(德)瓦姆

530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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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1 wealthy 1 ['welθi] adj.富有的；充分的；丰裕的 n.富人

532 wearing 1 [wεə riŋ, wεərŋ, 'wεəriŋ] adj.磨损的；穿用的；令人疲倦的 v.穿着；磨损（wear的ing形式） n.(Wearing)人名；(英)韦尔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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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4 weekly 1 ['wi:kli] adj.每周的；周刊的；一周一次的 n.周刊 adv.每周一次；逐周

535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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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7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538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539 wife 1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
540 William 1 ['wiljəm] n.威廉（男子名）；钞票，纸币

541 wishes 1 [wɪʃ] v. 希望；想要 n. 愿望；命令；渴望；祝颂（表达这个意思时，常用复数）

542 withdrew 1 [wið'dru, wið'dru:, wiθ-] v.收回（withdraw的过去式）

543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544 work 1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545 Wounded 1 ['wu:ndid] adj.受伤的 n.受伤者，伤员 v.使受伤（wound的过去分词）

546 wounds 1 ['wuːndz] n. 伤口 名词wound的复数形式.

547 wrapped 1 [ræpt] adj.有包装的 v.包裹；覆盖（wrap的过去分词）

548 written 1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
549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人名；(英)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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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1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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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3 youn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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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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