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6-23 [Education Report] Legislators, Educators, Students
Push for Asian American Studies in School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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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ademies 2 [ə'kædəmi] n. 学院；学会；专科学校

3 acceptance 1 [ək'septəns] n.接纳；赞同；容忍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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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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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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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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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imed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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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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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merican 13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2 americans 2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3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4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5 and 1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6 annie 1 ['æni] n.安妮（女子名）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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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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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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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sian 18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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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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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 Atlanta 1 [ət'læntə] n.亚特兰大（美国城市）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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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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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7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28 berea 1 n.(Berea)人名；(西、罗)贝雷亚

29 bett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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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变得较好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30 b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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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ook 1 n.书籍；卷；账簿；名册；工作簿 vt.预订；登记 n.(Book)人名；(中)卜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朝)北；(英)布克；(瑞典)博克

32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33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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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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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36 cath 1 abbr.大教堂（cathedral）；天主教的，天主教徒（Catholic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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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39 chang 2 [tʃɑ:ŋ, tʃæŋ] n.青稞酒（等于chong） n.(Chang)人名；(柬)章；(泰)昌

40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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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42 Chinese 1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43 civilian 1 [si'viljən] adj.民用的；百姓的，平民的 n.平民，百姓

44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45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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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ommented 1 英 ['kɒment] 美 ['kɑːment] n. 注释；评论；闲话 v. 评论；注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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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ongressional 1 [kən'greʃənəl] adj.国会的；会议的；议会的

50 Connecticut 3 n.美国康涅狄格州（位于美国东北部）

51 content 1 ['kɔntent] n.内容，目录；满足；容量 adj.满意的 vt.使满足 n.(Content)人名；(法)孔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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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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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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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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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57 democratic 1 [,demə'krætik,-kəl] adj.民主的；民主政治的；大众的

58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59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60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61 discrimination 1 [dis,krimi'neiʃən] n.歧视；区别，辨别；识别力

62 discussion 1 [dis'kʌʃən] n.讨论，议论

63 discussions 2 [dɪs'kʌʃnz] 讨论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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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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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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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68 educators 3 ['edʒʊkeɪtəz] 教育者

69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70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71 emotions 1 英 [ɪ'məʊʃənz] 美 [ɪ'moʊʃənz] n. 情感 名词emotion的复数形式.

72 empathy 2 n.神入；移情作用；执着 n.感同身受；同感；共鸣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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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engage 1 vt.吸引，占用；使参加；雇佣；使订婚；预定 vi.从事；参与；答应，保证；交战；啮合

75 engages 1 [ɪn'ɡeɪdʒ] v. 雇佣；啮合；与……交战；答应；订婚；预定；参加；从事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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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ethnic 1 ['eθnik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78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79 exclusion 1 [ik'sklu:ʒən] n.排除；排斥；驱逐；被排除在外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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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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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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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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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farmington 1 n. 法明顿（位于美国犹他州）

85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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触摸

86 Feng 2 n.冯（中文姓氏）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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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9 freda 1 ['fri:də] n.弗雷达（女子名）

90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1 fund 1 [fʌnd] n.基金；资金；存款 vt.投资；资助 n.(Fund)人名；(德)丰德

92 funding 1 ['fʌndiŋ] n.提供资金；用发行长期债券的方法来收回短期债券 v.提供资金；积存（fund的ing形式）

93 generations 1 [dʒenə'reɪʃnz] n. 世代

94 Georgia 1 ['dʒɔ:dʒjə] n.乔治亚州；格鲁吉亚（前苏联加盟共和国）；乔治娅（女子名）

95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96 Golding 1 戈尔丁（人名）

97 gong 3 [gɔŋ] n.锣；钟状物；奖章 vt.鸣锣传唤；鸣锣命令驾车者停驶 vi.鸣锣；发出铜锣般的声音 n.(Gong)人名；(德、缅)贡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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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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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governor 1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
101 grace 1 [greis] n.优雅；恩惠；魅力；慈悲 vt.使优美 n.(Grace)人名；(英)格雷斯，格雷丝(女名)；(法)格拉斯

102 grandparents 1 ['grændpeərənts] n. 外祖父母；祖父母

103 Gregory 2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
104 group 3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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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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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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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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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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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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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2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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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名；(英)海伊

113 history 1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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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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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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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Illinois 2 [,ili'nɔi(z)] n.伊利诺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118 immigration 1 [,imi'greiʃən] n.外来移民；移居

119 in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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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0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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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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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124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
125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6 islander 1 ['ailəndə] n.岛上居民 n.(Islander)人名；(英)艾兰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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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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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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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Jason 1 ['dʒeisən] n.詹森（男子名）

130 jennifer 1 ['dʒenifə] n.詹尼弗（女子名）

131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32 Kentucky 1 [ken'tʌki; kən-] n.肯塔基州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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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名；(德)基林

134 knew 3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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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language 1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137 law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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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138 lawmakers 2 n.立法者(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)

139 learn 2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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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learning 3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42 legislation 3 [,ledʒis'leiʃən] n.立法；法律

143 legislators 1 ['ledʒɪsleɪtəz] 立法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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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lessons 1 ['lesn] n. 教训；课，功课，课业；榜样，典范 vt. 教训，告诫，训斥；给 ... 上课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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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lily 1 ['lili] n.百合花，百合；类似百合花的植物；洁白之物 adj.洁白的，纯洁的 n.(Lily)人名；(罗)莉莉

148 Lin 1 n.林

149 litt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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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ma 1 [mɑ:] n.妈 n.(Ma)人名；(老、柬、刚(金))马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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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153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154 materials 3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155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56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157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158 meeting 2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159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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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Meng 1 中国姓氏孟、蒙的音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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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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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以)莫雷

164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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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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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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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70 Nicholas 1 ['nikələs] n.尼古拉斯（男子名）

171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72 of 1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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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174 oliver 1 ['ɔlivə] n.奥利弗（男子名）

175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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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openly 1 adv.公开地；公然地；坦率地

177 or 1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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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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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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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pacific 1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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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party 1 n.政党，党派；聚会，派对；当事人[复数parties] vi.参加社交聚会[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]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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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87 pers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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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placed 1 [pleɪst] adj. 名列前茅的（多指赛马）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89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190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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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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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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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professor 2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195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196 project 1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197 proposed 1 英 [prəʊ'pəʊzd] 美 [prə'poʊzd] adj. 被提议的

198 provide 2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199 providing 1 [prəu'vaidiŋ] conj.假如，以…为条件 v.供给（provide的ing形式）；预备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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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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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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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形式）

203 reaction 1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
204 reintroduced 1 v.再引入，再提出( re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)

205 removal 1 [ri'mu:vəl] n.免职；移动；排除；搬迁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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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representative 2 [,repri'zentətiv] adj.典型的，有代表性的；代议制的 n.代表；典型；众议员

208 represented 1 [ˌreprɪ'zent] vt. 表现；表示；描绘；代表；象征；说明；阐明 vi. 提出异议

209 require 2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210 requirements 2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211 responsibility 1 [ri.spɔnsə'biliti] n.责任，职责；义务

212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213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214 said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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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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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school 4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17 schoolbook 1 ['sku:lbuk] n.教科书 adj.（美）教科书式的；过于简单的

218 schools 3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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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shape 1 [ʃeip] n.形状；模型；身材；具体化 vt.形成；塑造，使成形；使符合 vi.形成；成形；成长 n.(Shape)人名；(瑞典)沙佩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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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she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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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3 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224 signs 1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225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26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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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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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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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speak 1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
232 speakers 1 [s'piː kəz] n. 说话者；发言者；说某种语言者；扬声器（名词speaker的复数形式）

233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
234 stat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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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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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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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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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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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students 4 [st'juːdnts] 学生

240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241 studies 3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242 suppor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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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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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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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taught 2 [tɔ:t] v.教授（teach的过去分词）

246 teach 1 [ti:tʃ] vt.教；教授；教导 vi.教授；讲授；当老师 n.(Teach)人名；(英)蒂奇

247 teachers 2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248 teaching 3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249 tests 1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250 t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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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the 3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52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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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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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55 thinks 1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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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258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59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260 through 1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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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to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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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2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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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understanding 1 [,ʌndə'stændiŋ] n.谅解，理解；理解力；协议 adj.了解的；聪明的；有理解力的 v.理解；明白（understand的ing
形式）

265 understands 1 英 [ˌʌndə'stænd] 美 [ˌʌndər'stænd] v. 懂得；明白；理解；认识到；听说；获悉

266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267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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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unless 1 [ən'les] conj.除非，如果不 prep.除…之外

270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271 violence 2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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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voices 1 n. 声音 名词voice的复数形式. abbr. 音控识别计算机输入系统(=Voice Operated Identification Computer Entry System)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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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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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77 way 2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
278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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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what 1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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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isconsin 1 [wis'kɔnsin] n.威斯康星州（美国州名）

282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83 withdrawn 1 [wið'drɔ:n, wiθ-] adj.偏僻的；沉默寡言的；孤独的 v.取出；撤退（withdraw的过去分词）

284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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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87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88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289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90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91 York 2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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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yuri 1 n. 尤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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