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8-09 [Education Report] Few US College Graduates Fee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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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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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ademic 2 [,ækə'demik] adj.学术的；理论的；学院的 n.大学生，大学教师；学者

3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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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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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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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9 administrators 1 [əd'mɪnɪstreɪtəz] n. 管理员 名词administrator的复数形式.

10 admissions 1 [əd'mɪʃnz] 招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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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3 agre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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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greed 3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15 agrees 1 [ə'ɡriː ] v. 同意；赞成；承认；符合；一致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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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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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9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20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1 and 2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2 anoth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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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nswer 3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24 anti 1 ['ænti, -tai] adj.反对的 n.反对者，反对论者 n.(Anti)人名；(意)安蒂；(阿拉伯)安提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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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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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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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rgues 2 英 ['ɑːɡjuː] 美 ['ɑːrɡjuː] v. 说服；争论；辩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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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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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sians 2 n. 亚洲人（Asian的复数）

33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34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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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 attracted 3 [ə'trækt] v. 吸引；引来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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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ase 1 [beis] n.基础；底部；垒 adj.卑鄙的；低劣的 vt.以…作基础 n.(Base)人名；(日)马濑(姓)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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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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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40 beliefs 1 n.信仰；信�（belief的复数）

41 believe 4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42 belonging 1 [bi'lɔŋiŋ] n.所有物；行李；附属物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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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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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46 birth 1 [bɑ:θ] n.出生；血统，出身；起源

47 bisexual 2 [,bai'seksjuəl] adj.两性的；雌雄同体的

48 black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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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blacks 1 ['blæks] n. 黑人 名词black的复数形式.

50 bod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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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52 buffalo 1 n.[畜牧][脊椎]水牛；[脊椎]野牛（产于北美）；水陆两用坦克 n.(Buffalo)人名；(英)布法罗 vt.威胁;欺骗;迷惑

53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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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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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57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
58 calls 1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59 campus 4 ['kæmpəs] n.（大学）校园；大学，大学生活；校园内的草地 n.(Campus)人名；(英)坎帕斯；(意、罗)坎普斯；(法)康皮
斯

60 campuses 2 ['kæmpəs] n. 校园；场地 adj. 校园的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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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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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5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66 claim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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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claim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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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lark 4 [kla:k] n.克拉克（男子名） n.(Clark)人名；(瑞典、葡、西、芬、斐、意、德、匈、英、土)克拉克

69 classes 1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70 college 8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71 colleges 7 ['kɒlɪdʒɪz] 高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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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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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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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compares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76 completed 1 [kəm'pliː 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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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79 deal 2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西)
迪尔



80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81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82 defense 1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
83 degree 1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
84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85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86 differences 1 ['dɪfərəns] n.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.

87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88 differently 1 ['difərəntli] adv.不同地；差异；各种

89 differs 1 英 ['dɪfə(r)] 美 ['dɪfər] vi. 不同；有区别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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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92 disagree 1 [,disə'gri:] vi.不同意；不一致；争执；不适宜

93 discrimination 10 [dis,krimi'neiʃən] n.歧视；区别，辨别；识别力

94 diverse 3 [dai'və:s, di-] adj.不同的；多种多样的；变化多的

95 diversify 1 [dai'və:sifai, di-] vt.使多样化，使变化；增加产品种类以扩大

96 diversity 2 [dai'və:səti] n.多样性；差异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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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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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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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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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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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education 5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103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04 employment 1 [im'plɔimənt] n.使用；职业；雇用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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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es 1 [i:z; es] abbr.回声测深（EchoSounding） n.(Es)人名；(伊朗)Sadine伊兹丁；(英、荷)埃斯；(柬)艾

107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08 ethnic 1 ['eθnik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109 even 1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110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11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112 examining 1 adj.审查的；考试的 v.检查；审讯；进行考试（examin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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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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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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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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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119 faculty 5 ['fækəlti] n.科，系；能力；全体教员

120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121 feel 2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

122 fell 1 [fel] adj.凶猛的；毁灭性的 vt.砍伐；打倒；击倒 n.[林]一季所伐的木材；折缝；兽皮 v.掉下；摔倒；下垂；变坏（fall的过
去式） n.(Fe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费尔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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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finance 1 [fai'næns] n.财政，财政学；金融 vt.负担经费，供给…经费 vi.筹措资金 n.(Finance)人名；(法)菲南斯

125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126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127 fi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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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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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31 four 2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32 fourth 1 [fɔ:θ] adj.第四的，第四个的；四分之一的 n.第四，月的第四日；四分之一 num.第四

133 freedom 2 ['fri:dəm] n.自由，自主；直率 n.(Freedom)人名；(英)弗里德姆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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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136 fully 4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137 gain 1 [gein] n.增加；利润；收获 vt.获得；增加；赚到 vi.增加；获利 n.(Gain)人名；(英、匈、法)盖恩

138 Gallup 4 ['gæləp] n.盖洛普（姓氏）；盖洛普（GeorgeHorace，1901-美国统计学家，盖洛普民意测验的创始人）

139 game 1 [geim] n.游戏；比赛 adj.勇敢的 vi.赌博 n.(Game)人名；(英)盖姆；(法)加姆；(西)加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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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gay 2 [gei] adj.快乐的；放荡的；艳丽的 n.同性恋者 n.(Gay)人名；(西)加伊；(英、法、瑞典、毛里塔)盖伊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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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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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145 graduat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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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graduates 9 ['ɡrædʒuət] n. 毕业生 vt. 毕业；标以刻度；定等级 vi. 毕业；获学位；逐渐变得 adj. 毕业的；获得学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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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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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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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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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2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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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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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hateful 1 ['heitful] adj.可憎的；可恨的；可恶的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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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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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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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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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higher 2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160 hispanic 1 [hi'spænik] adj.西班牙的

161 hispanics 1 n. 拉美裔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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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

164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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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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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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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69 inequality 1 [,ini'kwɔləti] n.不平等；不同；不平均

170 investigate 5 [in'vestigeit] v.调查；研究

171 is 2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72 issue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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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issues 2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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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76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177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
178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179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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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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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largely 1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
183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184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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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lesbian 2 ['lezbiən] adj.[心理]女同性恋的 n.女同性恋者

187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188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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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likely 3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191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192 linked 1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
193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194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195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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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making 2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198 male 1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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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0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01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202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203 meaning 1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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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05 men 2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206 Michigan 1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
207 microcosm 2 ['maikrəukɔzəm] n.微观世界；小宇宙；作为宇宙缩影的人类；缩图（等于microcosmos）

208 microcosms 1 [maɪkrəʊ'kɒzəmz] 微型生态系统

209 mo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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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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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212 musto 2 n. 马斯托

213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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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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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no 1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218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219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20 note 1 [nəut] n.笔记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纸币；便笺；照会；调子 vt.注意；记录；注解 n.(Note)人名；(英)诺特

221 note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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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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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number 2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
224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225 of 3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26 officer 1 ['ɔfisə, 'ɔ:-] n.军官，警官；公务员，政府官员；船长 vt.指挥 n.(Officer)人名；(英)奥菲瑟

227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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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oh 1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
230 Ohio 1 [əu'haiəu] n.俄亥俄州（美国一个州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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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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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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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onl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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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opinion 2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236 opinions 1 n.意见；评价（opinion的复数）；舆论

237 o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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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39 ov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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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241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242 Pennsylvania 1 [,pensil'veinjə] n.宾夕法尼亚州（美国州名）

243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44 percent 8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
245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246 person 5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


247 pete 2 [pi:t] n.保险箱，银箱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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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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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251 policies 1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ːl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252 policing 1 [pə'liː s] n. 警察；警方 v. 维持治安；管辖；监督

253 pope 6 [pəup] n.教皇，罗马教皇；权威，大师

254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255 positions 3 [pə'ziʃənz] n.[水运]位置（position的复数）；定位

256 pride 1 n.自豪；骄傲；自尊心；狮群 vt.使得意，以...自豪 vi.自豪 n.（Pride）人名；（英）普赖德

257 problem 3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258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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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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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professors 1 [prə'fesəz] 大学教授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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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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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published 2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266 queer 1 [kwiə] adj.奇怪的；同性恋的；不舒服的；心智不平衡的 vt.搞糟；使陷于不利地位 n.同性恋者；怪人；伪造的货币

267 questioned 3 ['kwestʃən] n. 问题；疑问 v. 询问；怀疑

268 questioning 1 ['kwestʃəniŋ] n.质问 v.询问，审问（question的现在分词）

269 racial 3 ['reiʃəl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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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rating 1 ['reitiŋ] n.等级；等级评定；额定功率 v.对…评价（rate的ing形式） n.(Rating)人名；(德)拉廷

272 re 2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73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274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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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6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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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requirement 1 [ri'kwaiəmənt] n.要求；必要条件；必需品

279 research 2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280 researchers 1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281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282 rising 1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283 root 1 [ru:t, rut] n.根；根源；词根；祖先 vi.生根；根除 vt.生根，固定；根源在于 n.(Root)人名；(英)鲁特；(德、瑞典)罗特

284 safer 1 ['seɪfər] adj. 更安全的 形容词safe的比较级.

285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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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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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87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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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89 school 8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90 schools 5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91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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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294 seriously 1 ['siəriəsli, 'si:r-] adv.认真地；严重地，严肃地

295 sex 1 [seks] n.性；性别；性行为；色情 vt.引起…的性欲；区别…的性别

296 sexual 2 ['seksjuəl, -ʃuəl] adj.性的；性别的；有性的

297 sexually 3 ['sekʃuəli] adv.性别地；两性之间地

298 shane 1 [ʃein] n.谢恩（女子名）

299 share 1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
300 s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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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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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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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sm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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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s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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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society 1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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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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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speed 1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
繁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309 starts 1 [s'tɑ tːs] v. 开始；启动；开创（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开始；开创（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）

310 stat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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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statements 1 [s'teɪtmənts] n. 报表；陈述；声明（名词statement的复数形式）

312 State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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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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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strengthening 1 ['streŋθənɪŋ] n. 加固 动词strength的现在分词.

315 strongly 6 ['strɔŋli, 'strɔ:ŋ-] adv.强有力地；坚强地；激烈地；气味浓地

316 structures 1 [st'rʌktʃəz] n.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.

317 student 3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318 students 10 [st'juːdnts] 学生

319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320 study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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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322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323 sup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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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supposed 1 [sə'pəuzd] adj.假定的；被信以为真的；想象上的 v.假定（suppose的过去分词）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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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6 survey 1 [sə:'vei, 'sə:vei, sə-] n.调查；测量；审视；纵览 vt.调查；勘测；俯瞰 vi.测量土地

327 system 3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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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329 teachers 1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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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that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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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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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their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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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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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336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37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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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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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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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343 to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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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44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45 transgender 2 [,trænz'dʒendə(r)] n.跨性别；跨性别者

346 trust 1 ['trʌst] n.信任，信赖；责任；托拉斯 vt.信任，信赖；盼望；赊卖给 vi.信任，信赖；依靠 n.(Trust)人名；(英)特拉斯特

347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48 united 3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349 universities 5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ːrsəti] n. 大学

350 university 8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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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us 2 pron.我们

353 version 1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354 VOA 2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355 waiting 1 ['weitiŋ] n.等待；服侍 adj.等待的；服侍的 v.等待；伺候（wait的ing形式）；延缓 n.(Waiting)人名；(英)韦廷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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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58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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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welcome 1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
360 we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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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362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63 w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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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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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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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367 white 2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368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369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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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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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373 women 2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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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5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76 would 5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77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378 wrongdoing 1 ['rɔŋ'du:ŋ, 'rɔ:ŋ-] n.坏事；不道德的行为

379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80 years 4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81 yet 2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382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383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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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