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-09-09 [Education Report] A Push to Change Confederate
School Names across US South 词频表
the 6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of 2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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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通话·威妥玛)
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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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school 2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6 that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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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 and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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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chools 12 [s'kuːl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9 confederate 11 [kən'fedərit, kən'fedəreit] n.同盟国，同盟者 adj.同盟的，联合的 vt.使联盟；使联合；同伙；帮凶 vi.同盟；联合
10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11 lee 9 [li:] n.保护；背风处 adj.保护的；庇荫的；避风的 n.(Lee)人名；(朝)李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利；(中)李(广东话·威
5

妥玛)

names 9 [neɪmz] n.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.
13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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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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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

·威妥玛)

bu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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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 change 8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17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8 high 8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15

名；(英)海伊
19

name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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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ny 7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21 people 7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22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23 after 6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24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25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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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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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2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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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American 5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29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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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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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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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1

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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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oard

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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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 lamb 5 [læm] n.羔羊，小羊；羔羊肉 vt.生小羊，产羔羊 vi.生小羊，产羔羊 n.(Lamb)人名；(英)兰姆；(德)兰布
34 law 5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32

(英、缅、柬)劳

named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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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 were 5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37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38 African 4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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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 black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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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
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he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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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2 Montgomery 4 [mənt'gʌməri] n.蒙哥马利（姓氏）；蒙哥马利（英国郡名）
43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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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 white 4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46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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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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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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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 Davis 3 ['deivis] n.戴维斯（男子名）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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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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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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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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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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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jersey 3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55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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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57 past 3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58 rename 3 [,ri:'neim] vt.重新命名，改名
59 Robert 3 ['rɔbət] n.罗伯特（男子名）
60 south 3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61 southern 3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62 sta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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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 statue 3 ['stætju:, -tʃu] n.雕像，塑像 vt.以雕像装饰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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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 texas 3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66 tyler 3 ['tailə] n.泰勒（男子名）；秘密会所看守人（共济会的）
67 Virginia 3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68 voted 3 英 [vəʊt] 美 [voʊt] n. 选举权；投票；选举；投票结果 v. 表决；选举；投票
69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70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71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72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73 ac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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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54
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Alabama 2 [,ælə'bæmə] n.阿拉巴马州（美国州名）
75 Alice 2 ['ælis] n.爱丽丝（女子名）
76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74

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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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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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0 became 2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81 Blair 2 [blεə] n.布莱尔（男子名）
82 Bryant 2 ['braiənt] n.布赖恩特（男子名，等于Brian）
83 cent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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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77
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changed 2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85 changing 2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86 children 2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87 civil 2 ['sivəl] adj.公民的；民间的；文职的；有礼貌的；根据民法的 n.(Civil)人名；(土)吉维尔；(法)西维尔
88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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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4

的

county 2 ['kaunti] n.郡，县
91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92 flynt 2 n. 弗林特
93 Geo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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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4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95 hashtag 2 n. 标签
96 history 2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97 integration 2 [,inti'greiʃən] n.集成；综合
98 July 2 [dʒʊˈlaɪ] n.七月
99 led 2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100 legend 2 ['ledʒənd] n.传奇；说明；图例；刻印文字 n.(Legend)人名；(西)莱亨德；(英)莱金德
101 letter 2 ['letə] n.信；字母，文字；证书；文学，学问；字面意义 vt.写字母于 vi.写印刷体字母 n.(Letter)人名；(英)莱特
102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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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3 northern 2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104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105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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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6 outside 2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107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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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90

西、土)奥韦尔
10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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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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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0 permission 2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111 pl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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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9

莱斯

poli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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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3 policy 2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114 poverty 2 ['pɔvəti] n.贫困；困难；缺少；低劣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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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12
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protests 2 英 ['prəʊtest] 美 ['proʊtest] n. 抗议；反对 v. 抗议；反对；申明；断言
117 push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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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6

push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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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19 races 2 abbr.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国内应急通信业务(=Radio Amateur Civil Emergency Service)
120 racial 2 ['reiʃəl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121 reminder 2 [ri'maində] n.暗示；提醒的人/物；催单
122 removal 2 [ri'mu:vəl] n.免职；移动；排除；搬迁
123 resistance 2 [ri'zistəns] n.阻力；电阻；抵抗；反抗；抵抗力
124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125 segregation 2 [,segri'geiʃən] n.隔离，分离；种族隔离
126 soldi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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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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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8 sports 2 n.运动；运动会（sport的复数）；（报纸）体育版面；突变；娱乐 adj.运动的；适用于运动的 v.娱乐；戏弄（sport的
118

第三人称单数）

statues 2 [s'tætʃuːz] 现状
130 students 2 [st'juːdnts] 学生
131 supporter 2 [sə'pɔ:tə] n.支持者；拥护者
132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133 systems 2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134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135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136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137 underfunded 2 英 [ˌʌndə'fʌndɪd] 美 [ˌʌndər'fʌndɪd] adj. 资金不足的
138 war 2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139 Washington 2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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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1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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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3 actively 1 ['æktɪvli] adv. 积极地；活跃地；勤奋的
144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45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146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147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148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149 amerika 1 [ə'merikə] n.德国式亚美利加（指美国社会法西斯主义或种族主义的一面）
150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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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2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153 apart 1 [ə'pɑ:t] adv.相距；与众不同地；分离着 adj.分离的；与众不同的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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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55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156 Arlington 1 ['ɑ:liŋtən] n.阿林顿（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城市）；阿林顿国家公墓（NationalCemetery，在弗吉尼亚州）
157 arrested 1 [ə'restɪd] adj. 逮捕的 动词arr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58 attacks 1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159 attended 1 [ə'tendɪd]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160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161 basic 1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129

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163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164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165 beliefs 1 n.信仰；信 （belief的复数）
166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167 believed 1 [bɪ'liːv] v. 相信；认为
168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169 bodies 1 英 ['bɒdi] 美 ['bɑːdi] n. 身体；主体；正文；主要部分；尸体；躯体；团体 v. 赋…以形体
170 books 1 ['bʊks] n. 帐目；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.
171 breaking 1 ['breikiŋ] n.破坏；阻断 v.破坏（break的ing形式）
172 briefly 1 ['bri:fli] adv.短暂地；简略地；暂时地
173 campaign 1 [kæm'pein] vi.作战；参加竞选；参加活动 n.运动；活动；战役
174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175 castle 1 ['kɑ:sl, 'kæ-] n.城堡；象棋中的车 vt.置…于城堡中；筑城堡防御 n.(Castle)人名；(英)卡斯尔
176 causes 1 [kɔː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177 celebrates 1 ['selɪbreɪt] v. 庆祝；庆贺；颂扬
178 charges 1 [t'ʃɑːdʒɪz] n. 费用
179 church 1 [tʃə:tʃ] n.教堂；礼拜；教派 adj.教会的；礼拜的 vt.领…到教堂接受宗教仪式 n.(Church)人名；(英)丘奇
180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181 citizen 1 ['sitizən] n.公民；市民；老百姓
182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183 coast 1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184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162

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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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6 commanded 1 英 [kə'mɑːnd] 美 [kə'mænd] n. 命令；指挥；掌握；[计算机] DOS命令 : 引用辅助命令处理器 v. 命令；指挥；掌
185

握；博得

committee 1 [kə'miti] n.委员会
188 completed 1 [kəm'pliː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89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190 confederacy 1 [kən'fedərəsi] n.联盟；联邦；私党
191 connection 1 n.连接；关系；人脉；连接件
192 conservative 1 [kən'sə:vətiv] adj.保守的 n.保守派，守旧者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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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187

(法)库尔

created 1 [kri'ː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195 cross 1 n.交叉，十字；十字架，十字形物 vi.交叉；杂交；横过 vt.杂交；渡过；使相交 adj.交叉的，相反的；乖戾的；生气的
196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194

特
19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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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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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9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200 denied 1 [dɪ'naɪəd] adj. 被否认的；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01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202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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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8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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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

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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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wn

dropped 1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205 dungeon 1 n.地牢，土牢
206 dungeons 1 n. 地下城（dungeon复数）
207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208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209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210 ending 1 ['endiŋ] n.结局；结尾
211 enemies 1 ['enəmɪz] n. 敌人；敌军；有害物（名词enemy的复数形式）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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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3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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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4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216 expanded 1 [ik'spendid] adj.扩充的；展开的 vt.扩大（expand的过去式）
217 eye 1 [ai] n.眼睛；视力；眼光；见解，观点 vt.注视，看 n.(Eye)人名；(德)艾厄；(英)艾
218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219 failing 1 ['feiliŋ] n.失败；缺点，过失；弱点 prep.如果没有… adj.失败的 v.失败；不及格（fail的ing形式） n.(Failing)人名；(英)费
215

林

Falls 1 [fɔ:ls] n.[水文]瀑布；陨石 v.下降（fall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Falls)人名；(英)福尔斯
221 Federal 1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220
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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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3 fighting 1 ['faitiŋ] adj.战斗的；好战的；适于格斗的 n.战斗，搏斗 v.奋斗（fight的ing形式）；打仗；与…进行拳击
224 floyd 1 [flɔid] n.弗洛伊德（男子名）
225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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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7 fought 1 [fɔ:t] v.战斗（fight的过去分词）；打架
228 founded 1 [faʊnd] v. 建立；创立；创办；熔铸；找到，发现（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29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230 gained 1 [geɪnd] adj.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231 Ghana 1 ['gɑ:nə] n.加纳（非洲西部国家）
232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222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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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5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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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36 Hanover 1 ['hænəvə] n.汉诺威市（位于德国）
237 harm 1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238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239 heavily 1 ['hevili] adv.沉重地；猛烈地；沉闷地
240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241 historian 1 [his'tɔ:riən] n.历史学家
242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233
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243

horrific

1 [hɔ'rifik] adj.可怕的；令人毛骨悚然的

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245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246 indicates 1 ['ɪndɪkeɪt] v. 指示；象征；显示；暗示，预示 v. 表明；指明
247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248 inequity 1 [in'ekwəti] n.不公平，不公正
249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250 injustice 1 [in'dʒʌstis] n.不公正；不讲道义
251 insult 1 [in'sʌlt] vt.侮辱；辱骂；损害 n.侮辱；凌辱；无礼
252 integrate 1 ['intigreit, 'intigrit, -greit] vt.使…完整；使…成整体；求…的积分；表示…的总和 vi.求积分；取消隔离；成为一体 adj.整
244

合的；完全的 n.一体化；集成体

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254 Jackson 1 ['dʒæksn] n.杰克逊（男子名）；杰克逊（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城市）
255 Jefferson 1 ['dʒefəsn] n.杰弗逊（姓氏）
256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257 justic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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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58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259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260 keeps 1 ['kiːps] n. 生计；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.
261 killing 1 ['kiliŋ] adj.杀害的；迷人的；使人筋疲力尽的 n.杀戮；谋杀；猎获物 v.杀死；消磨；毁掉（kill的ing形式） n.(Killing)人
253

名；(德)基林

language 1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263 Lanier 1 [lə'niə] n.拉尼尔（姓氏）；拉尼尔（美国诗人，1842-1881）
264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265 launched 1 [lɔː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266 laws 1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267 leaders 1 [liː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268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269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270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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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72 liberty 1 ['libəti] n.自由；许可；冒失 n.(Liberty)人名；(英)利伯蒂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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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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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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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2
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1 [lu:s] adj.宽松的；散漫的；不牢固的；不精确的 vt.释放；开船；放枪 vi.变松；开火 adv.松散地 n.放纵；放任；发射 n.
(Loose)人名；(捷、瑞典)洛塞；(英)卢斯；(德)洛泽

276

loose

277

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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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8
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28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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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ma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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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2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283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284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281

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286 memorials 1 [mɪ'mɔːriəlz] n. 纪录
287 message 1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288 military 1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289 minority 1 n.少数民族；少数派；未成年
290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291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292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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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85

以)莫雷

mother 1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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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5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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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3
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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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8 narrowly 1 ['nærəuli] adv.仔细地；勉强地；狭窄地；严密地
299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300 nationwide 1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301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302 needed 1 ['niː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03 neighborhoods 1 ['neɪbɔːhʊdz] 生活社区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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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5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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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07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308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309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310 opened 1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311 orders 1 英 ['ɔːdə(r)] 美 ['ɔːrdər] n. 顺序；条理；订单；命令；秩序；阶层；[生]目；点的东西 v. 命令；定购；调整；整理；点
297

餐；预定，订货
31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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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owned 1 [əund] v.拥有；承认（own的过去分词） adj.自身拥有的
314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315 perhaps 1 adv.或许；（表示不确定）也许；（用于粗略的估计）或许；（表示勉强同意或其实不赞成）也许；可能 n.假定；
313

猜想；未定之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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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7 phrase 1 [freiz] n.短语,习语,措辞,乐句 vt.措词,将(乐曲)分成乐句
318 pointed 1 ['pɔintid] adj.尖的；突出的；锐利的；率直的 v.指出；瞄准（point的过去式）
319 practice 1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320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321 prison 1 ['prizən] n.监狱；监禁；拘留所 vt.监禁，关押 n.(Prison)人名；(德)普里松
322 protects 1 [prə'tekt] v. 保护；投保
323 proved 1 [p'ruːvd] v. 证明(证明是；检验；勘探；证明；试印)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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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5 pushes 1 [pʊʃ] v. 推；按；挤；逼迫；催促 n. 推；奋力；决心
326 pushing 1 ['puʃiŋ] adj.奋斗的；莽撞的；有精力的；富有进取心的 n.推挤；推人犯规（篮球术语） v.推；促进；逼迫（push的ing
316

形式）

racist 1 ['reisist] n.种族主义者 种族主义的
328 rebel 1 ['rebəl, ri'bel] vi.反叛；反抗；造反 n.反叛者；叛徒 adj.反抗的；造反的 n.(Rebel)人名；(德)雷贝尔；(英)里贝尔；(法)勒贝
327

尔

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330 religions 1 [rɪ'lɪdʒənz] 宗教
331 remember 1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332 remove 1 [ri'mu:v] vt.移动，迁移；开除；调动 vi.移动，迁移；搬家 n.移动；距离；搬家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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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4 Richmond 1 ['ritʃmənd] n.里士满（美国弗吉尼亚首府）
335 ruled 1 [ruːl] n. 规则；条例；习惯；统治；直尺 v. 支配；统治；画直线
336 runner 1 ['rʌnə] n.跑步者；走私者；推销员；送信人 n.(Runner)人名；(英)朗纳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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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9
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339 segregated 1 ['segrigeitid] adj.被隔离的 v.隔离（segregate的过去式）；分离
340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341 serve 1 [sə:v] vt.招待，供应；为…服务；对…有用；可作…用 vi.服役，服务；适合，足够；发球；招待，侍候 n.发球，轮到发
338

球 n.(Serve)人名；(法)塞尔夫

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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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2

n.(Sharp)人名；(英)夏普

shirt 1 [ʃə:t] n.衬衫；汗衫，内衣
345 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346 Sidney 1 ['saidni] n.西德尼（男子名）；茜德尼（女子名）
347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348 simple 1 ['simpl] adj.简单的；单纯的；天真的 n.笨蛋；愚蠢的行为；出身低微者 n.(Simple)人名；(法)桑普勒
349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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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1 slavery 1 n.奴役；奴隶制度；奴隶身份
352 slav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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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3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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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4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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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4

>稍微

soonest 1 [suːn] adv. 不久；很快；早；快
357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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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356

(Standing)人名；(英)斯坦丁；(德)施坦丁

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360 starts 1 [s'tɑːts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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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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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2 stonewall 1 [,stəun'wɔ:l] vt.妨碍；阻碍；小心翼翼地打球 vi.妨碍；阻碍；小心翼翼地打球
363 stood 1 [stud] v.站立（sta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64 Stuart 1 [stjuət] n.英国斯图亚特王室；斯图尔特（男子名，等于Stewart）
365 student 1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366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359

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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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9 supremacist 1 [sju'preməsist, sə-] n.至上主义者 adj.至上主义者的
370 supreme 1 [sju'pri:m, sə-] adj.最高的；至高的；最重要的 n.至高；霸权
371 symbol 1 ['simbəl] n.象征；符号；标志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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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73 target 1 n.目标，指标；（攻击的）对象；靶子 v.把...作为目标；面向，对准（某群体） n.（Target）美国塔吉特公司
374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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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7
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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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7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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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9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380 threats 1 [θret] n. 威胁；恐吓；凶兆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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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6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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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2
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towns 1 n. 汤斯
385 trude 1 特露德
386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387 unconstitutional 1 ['ʌn,kɔnsti'tju:ʃənəl] adj.违反宪法的 违反宪法地
3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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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9 underground 1 ['ʌndəgraund] adv.在地下；秘密地 adj.地下的；秘密的；先锋派的 n.地下；地铁；地道；地下组织；秘密活动；
384

先锋派团体

uniform 1 ['ju:nifɔ:m] adj.统一的；一致的；相同的；均衡的；始终如一的 n.制服 vt.使穿制服；使成一样
391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392 us 1 pron.我们
393 violence 1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394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395 Wayne 1 ['wein] n.韦恩（男子名）
3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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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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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0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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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9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400 word 1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4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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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02 worn 1 [wɔ:n] adj.疲倦的；用旧的 v.穿；磨损（wear的过去分词）；佩戴 n.(Worn)人名；(柬)翁；(英、葡)沃恩
403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404 written 1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405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406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398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