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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the 5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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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ate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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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i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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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niversity 15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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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nd 1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8 ethnic 11 ['eθnik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9 i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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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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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studies 1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12 bill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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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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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students 7 [st'juːdnts] 学生

16 would 7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17 cal 6 [kæl] abbr.计算机辅助学习（ComputerAssistedLearning）；平均计算寿命（CalculatedAverageLife） n.(Cal)人名；(西、葡)卡
尔；(土)贾尔

18 California 6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19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0 justice 6 ['dʒʌstis] n.司法，法律制裁；正义；法官，审判员 n.(Justice)人名；(英)贾斯蒂斯，贾斯蒂丝(女名)

21 school 6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2 take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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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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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weber 6 ['veibə, 'we-, 'wi:-] n.韦伯（磁通单位） n.(Weber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、罗、匈、捷、芬、瑞典)韦伯

25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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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plan 5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27 proposal 5 [prəu'pəuzəl] n.提议，建议；求婚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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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social 5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30 americans 4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31 group 4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32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3 public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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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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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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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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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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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 before 3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40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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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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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lass 3 n.阶级；班级；种类；班；等级 vt.分类；把…分等级；把…归入某等级，把…看作（或分类、归类）；把…编入某一班
级 adj.极好的；很好的，优秀的，出色的 vi.属于…类（或等级），被列为某类（或某级） n.（英、德）克拉斯（人名）

43 decision 3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44 education 3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45 effect 3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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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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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h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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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 lawmaker 3 ['lɔ:,meikə] n.立法者

50 milli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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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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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53 requirement 3 [ri'kwaiəmənt] n.要求；必要条件；必需品

54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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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5 trustee 3 [,trʌs'ti:] n.受托人；托管人 vt.移交（财产或管理权）给受托人

56 vote 3 [vəut] n.投票，选举；选票；得票数 vt.提议，使投票；投票决定；公认 vi.选举，投票 n.(Vote)人名；(英、法)沃特

57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58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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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Alice 2 ['ælis] n.爱丽丝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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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63 approved 2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64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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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66 board 2 [bɔ:d] n.董事会；木板；甲板；膳食 vt.上（飞机、车、船等）；用板盖上；给提供膳宿 vi.寄宿 n.(Board)人名；(英、西)
博德

67 Bryant 2 ['braiənt] n.布赖恩特（男子名，等于Brian）

68 caucus 2 n.干部会议；核心会议；党团会议 vi.召开干部会议；开核心会议

69 centered 2 ['sentəd] adj.居中的；有圆心的 v.集中；居中（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70 chancellor 2 ['tʃɑ:nsələ, 'tʃæn-] n.总理（德、奥等的）；（英）大臣；校长（美国某些大学的）；（英）大法官；（美）首席法官
n.(Chancellor)人名；(英)钱塞勒

71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72 classes 2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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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favor 2 vt.较喜欢；像；优惠，偏袒；有利于；赐予；证实 n.帮助；赞同；偏爱，喜爱

75 governor 2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
76 graduate 2 ['grædʒuət, -eit, 'grædjueit, -dʒu-] vt.授予…学位；分等级；标上刻度 vi.毕业；渐变 n.研究生；毕业生 adj.毕业的；研究生的



77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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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largest 2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79 legislature 2 ['ledʒisleitʃə] n.立法机关；立法机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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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mee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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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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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professors 2 [prə'fesəz] 大学教授

85 reckoning 2 ['rekəniŋ] n.计算；清算；算帐 v.计算；认为；指望（reckon的ing形式）

86 represents 2 [ˌreprɪ'zent] vt. 表现；表示；描绘；代表；象征；说明；阐明 vi. 提出异议

87 require 2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88 Stat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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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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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subjects 2 ['sʌbdʒɪkts] n. 科目 名词subject的复数形式.

91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92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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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94 umbrella 2 [ʌm'brelə] n.雨伞；保护伞；庇护；伞形结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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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voted 2 英 [vəʊt] 美 [voʊt] n. 选举权；投票；选举；投票结果 v. 表决；选举；投票

97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98 abrego 1 阿夫雷戈

99 abuse 1 [ə'bju:z, ə'bju:s] n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；弊端；恶习，陋习 vt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 n.(Abuse)人名；(英)阿比斯

100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101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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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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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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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African 1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106 ag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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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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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aim 1 vt.目的在于；引导；把…对准 vi.打算；对准目标；瞄准 n.目的；目标；对准

109 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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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11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12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13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114 Asian 1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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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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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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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19 black 1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

120 broad 1 [brɔ:d] adj.宽的，辽阔的；显著的；大概的 n.宽阔部分 adv.宽阔地 n.(Broad)人名；(英、德)布罗德

121 broader 1 [b'rɔː dər] adj. 更宽广的，更广阔的，更广泛的（形容词broad的比较级）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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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24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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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126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127 choice 1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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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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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132 commonly 1 ['kɔmənli] adv.一般地；通常地；普通地

133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134 considering 1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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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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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courses 1 ['kɔː sɪz] n. 课程；路线（course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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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degree 1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
140 democrat 1 ['deməkræt] n.民主党人；民主主义者；民主政体论者

141 denounced 1 [dɪ'naʊns] v. 谴责；告发；通告废除

142 detailed 1 ['di:teild, di'teild] adj.详细的，精细的；复杂的，详尽的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过去分词）

143 diego 1 n.迭戈（男子名）

144 diploma 1 [di'pləumə] n.毕业证书，学位证书；公文，文书；奖状 vt.发给…毕业文凭

145 direct 1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关系

146 discuss 1 [dis'kʌs] vt.讨论；论述，辩论

147 discussions 1 [dɪs'kʌʃnz] 讨论

148 earn 1 [ə:n] vt.赚，赚得；获得，挣得；使得到；博得 n.(Earn)人名；(泰)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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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English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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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52 examine 1 [ig'zæmin] vt.检查；调查；检测；考试 vi.检查；调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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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experiences 1 英 [ɪk'spɪəriəns] 美 [ɪk'spɪriəns] n. 经验；经历 v. 经历；体验；感受

155 explore 1 [ik'splɔ:] vt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 vi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

156 faculty 1 ['fækəlti] n.科，系；能力；全体教员

157 favors 1 ['feɪvə] n. 偏爱；好意；特权；赞成 vt. 偏爱；给予；支持；关心；利于；长得像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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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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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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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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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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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63 gavin 1 [gævin] n.加文（男子名）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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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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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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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grounded 1 adj.理性的；理智的；接触地面的 v.停（ground的过去式）；触地

169 hea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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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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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73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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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5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176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77 inclusive 1 [in'klu:siv] adj.包括的，包含的

178 inequities 1 [ɪ'nekwɪtɪz] n. 不公平待遇 名词inequity的复数.

179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80 interfere 1 [,intə'fiə] vi.干涉；妨碍；打扰 vt.冲突；介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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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issue 1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
183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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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judged 1 [dʒʌdʒ] n. 法官；裁判 v. 断定；判断；审判

186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187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88 labor 1 ['leibə] n.劳动；工作；劳工；分娩 vi.劳动；努力；苦干 vt.详细分析；使厌烦 n.(Labor)人名；(德、塞、法)拉博尔；(英)
拉博

189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190 Latina 1 [lə'tinə] n.拉蒂纳（意大利地名）；拉蒂娜（女子名）

191 Latino 1 [lə'ti:nəu] adj.拉丁美洲的；拉丁美洲人的 n.拉丁美洲人 n.(Latino)人名；(意、葡)拉蒂诺

192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193 leadership 1 ['li:dəʃip] n.领导能力；领导阶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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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96 legislative 1 ['ledʒislətiv] adj.立法的；有立法权的 n.立法权；立法机构

197 lets 1 abbr.地方交易系统（LocalExchangeTradingSystem）

198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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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manage 1 vt.管理；经营；控制；设法 vi.处理；应付过去

201 manages 1 ['mænɪdʒ] v. 管理；经营；做成；设法对付；提供；有空

202 measure 1 ['meʒə] n.测量；措施；程度；尺寸 vt.测量；估量；权衡 vi.测量；估量

203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204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205 method 1 ['meθəd] n.方法；条理；类函数 adj.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

206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

207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208 minorities 1 英 [maɪ'nɒrəti] 美 [maɪ'nɔːrəti] n. 少数；少数民族；未成年

209 miss 1 [mɪs] n.女士，小姐，年轻未婚女子 vt.错过，想念，缺（勤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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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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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nativ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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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14 newsom 1 n. 纽瑟姆

215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16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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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219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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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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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overrule 1 [,əuvə'ru:l] vt.否决；统治；对…施加影响

222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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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permitting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225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226 police 1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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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possibility 1 [,pɔsə'biləti] n.可能性；可能发生的事物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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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231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232 punished 1 ['pʌnɪʃt] adj. 受处罚的 动词puni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33 racism 1 ['reisizəm] n.种族主义，种族歧视；人种偏见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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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requires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236 requiring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237 rewarded 1 英 [rɪ'wɔːd] 美 [rɪ'wɔːrd] n. 报答；赏金；报酬 vt. 奖赏；给 ... 报酬

238 San 1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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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241 selection 1 [si'lekʃən] n.选择，挑选；选集；精选品

242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243 se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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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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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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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6 Shirley 1 ['ʃə:li] n.雪莉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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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48 signed 1 [saind] adj.有符号的；已签字的；有正负之分的 v.署名；写下；预示；示意（sign的过去分词）

249 silas 1 ['sailəs] n.赛拉斯（男性名）

250 Simon 1 ['saimən] n.西蒙（男子名）

251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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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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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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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spok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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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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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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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supporters 1 [sə'pɔː 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
259 supports 1 [sə'pɔː ts] n. 支持

260 systemic 1 [si'stemik, -'sti:-] adj.系统的；全身的；体系的

261 teaching 1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262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263 thoughtful 1 ['θɔ:tful] adj.深思的；体贴的；关切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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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thurmond 1 n. 瑟蒙德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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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timothy 1 ['timəθi] n.[植]梯牧草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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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Tony 1 ['təuni] n.托尼（男名）

270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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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trustees 1 [trʌ'stiː ] n. 受托人；理事

273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274 universities 1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ːrsəti] n. 大学

275 us 1 pron.我们

276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77 voting 1 ['vəutiŋ] adj.投票的 n.投票；选举 v.投票（vote的ing形式）；选举

278 weaker 1 [wiː kər] adj. 较弱的 形容词weak的比较级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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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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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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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wider 1 [waɪdə] adj. 更宽的；更广阔的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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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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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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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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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88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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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