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6-27 [Education Report] MacKenzie Scott Donates Over 2
billion to 286 Organizations, College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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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hieve 1 vt.取得；获得；实现；成功 vi.达到预期的目的，实现预期的结果，如愿以偿

3 achieving 1 [ə'tʃiː v] v. 完成；达到；实现

4 active 1 ['æktiv] adj.积极的；活跃的；主动的；有效的；现役的 n.主动语态；积极分子

5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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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greement 1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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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llows 1 [ə'laʊz] 允许

10 almost 2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1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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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mazon 3 ['æməzɔn] 亚马逊；古希腊女战士

14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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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7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8 and 2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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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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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rts 1 [a:ts] n.文科

22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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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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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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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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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atte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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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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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way 3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30 baker 2 ['beikə] n.面包师；面包工人；（便携式）烘炉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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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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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4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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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变得较好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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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ezos 2 n. 贝索斯

38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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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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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billion 5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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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billions 1 ['bɪljənz] n.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.

43 blac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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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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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ridge 1 [bridʒ] n.桥；桥牌；桥接器；船桥 vt.架桥；渡过 n.(Bridge)人名；(英)布里奇

46 budgets 1 ['bʌdʒɪt] n. 预算 vt. 编预算；为 ... 做预算 vi. 节省开支 adj. 廉价的；不贵的

47 buffett 1 n. 巴菲特(姓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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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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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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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53 career 1 n.生涯；职业；事业；速度，全速 adj.作为毕生职业的 vi.全速前进，猛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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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elebrate 1 vt.庆祝；举行；赞美；祝贺；宣告 vi.庆祝；过节；举行宗教仪式

56 cen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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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57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58 charged 1 [tʃɑ:dʒd] adj.带电的；充满感情的；气氛紧张的 vt.填充

59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
60 chose 1 [英[tʃəʊz] 美[tʃoz]] v.choose的过去式,选择 n.【法律】物体；动产 n.(Chose)人名；(法)肖兹

61 chronic 1 ['krɔnik] adj.慢性的；长期的；习惯性的 n.(Chronic)人名；(英)克罗尼克

62 chronically 1 ['krɔnikli] adv.长期地；慢性地；习惯性地

63 clas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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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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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college 7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66 colleges 14 ['kɒlɪdʒɪz] 高校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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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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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70 community 9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71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72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73 culture 1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74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75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76 degrees 1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
77 desert 1 ['dezət] vt.遗弃；放弃；逃跑 vi.遗弃；开小差；逃掉 n.沙漠；荒原；应得的赏罚 adj.沙漠的；荒凉的；不毛的

78 divorced 1 英 [dɪ'vɔː st] 美 [dɪ'vɔː rst] adj. 离婚的；不受影响的 动词divorc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.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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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doctor 1 vt.修理；篡改，伪造；为…治病；授以博士学位 n.医生；博士 vi.就医；行医

81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82 donate 2 vt.捐赠；捐献 vi.捐赠；捐献

83 donated 2 英 [dəʊ'neɪt] 美 ['doʊneɪt] v. 捐赠；捐献

84 donates 1 英 [dəʊ'neɪt] 美 ['doʊneɪt] v. 捐赠；捐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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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donation 5 [dəu'neiʃən] n.捐款，捐赠物；捐赠

86 donations 7 [dəʊ'neɪʃnz] 募捐

87 dream 1 [dri:m] vi.梦想；做梦，梦见；想到 n.梦想，愿望；梦 vt.梦想；做梦；想到 adj.梦的；理想的；不切实际的

88 drive 1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89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90 each 3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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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educate 1 ['edju:keit] vt.教育；培养；训练 vi.教育；训练

93 education 4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94 educations 1 [edʒʊ'keɪʃnz] 教育

95 ending 1 ['endiŋ] n.结局；结尾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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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enter 1 ['entə] vt.进入；开始；参加 vi.参加，登场；进去 n.[计]输入；回车 n.(Enter)人名；(英)恩特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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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100 example 2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101 excited 1 [ik'saitid] adj.兴奋的；激动的；活跃的 v.激动；唤起（excite的过去分词）

102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103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104 facebook 1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105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06 famil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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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108 feed 1 [fi:d] vt.喂养；供给；放牧；抚养（家庭等）；靠…为生 vi.吃东西；流入 n.饲料；饲养；（动物或婴儿的）一餐

109 finish 1 ['finiʃ] vt.完成；结束；用完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结束；完美；回味（葡萄酒）

110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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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112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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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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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5 founder 1 ['faundə] vi.失败；沉没；倒塌；变跛 vt.破坏；使摔倒；垮掉 n.创始人；建立者；翻沙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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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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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frequently 1 ['fri:kwəntli] adv.频繁地，经常地；时常，屡次

119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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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Gates 1 n.[建]大门；关口（gate的复数形式） v.（英）禁止外出；给…安装门（gat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Gates)人名；(英)盖茨

122 gave 3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123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
124 gift 1 [gift] n.礼物；天赋；赠品 vt.赋予；向…赠送 n.(Gift)人名；(英)吉夫特

125 give 3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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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giving 2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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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129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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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131 graduates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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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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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Hampton 1 ['hæmptən] n.汉普顿（姓氏）

134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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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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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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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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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heavy 2 adj.沉重的；繁重的，巨大的；拥挤的；阴沉的 n.重物；严肃角色 adv.大量地；笨重地

141 help 6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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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3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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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5 hi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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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higher 3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147 highway 1 ['haiwei] n.公路，大路；捷径

148 historically 1 [his'tɔrikəli] adv.历史上地；从历史观点上说

149 hitter 1 ['hitə] n.击球员；打击者 n.(Hitter)人名；(德、匈)希特尔

150 hitters 1 n.打者，击手，（棒球）击球员( hitter的名词复数 )

151 hospital 1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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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Howard 1 ['hauəd] n.霍华德（男子名）

154 howev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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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156 hungry 1 ['hʌŋgri] adj.饥饿的；渴望的；荒年的；不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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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i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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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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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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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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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63 injured 1 ['indʒəd] adj.受伤的；受损害的

164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65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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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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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jazz 2 [dʒæz] n.爵士乐，爵士舞；喧闹 vi.奏爵士乐，跳爵士舞；游荡 vt.奏爵士乐；使活泼 adj.爵士乐的；喧吵的 n.(Jazz)人名；
(德)雅茨

168 jeff 2 [dʒef] n.杰夫（男子名，等于Jeffrey）

169 Jill 1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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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journey 1 ['dʒə:ni] n.旅行；行程 vi.旅行 n.(Journey)人名；(英)朱尼，朱妮(女名)

172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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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lady 1 ['leidi] n.女士，夫人；小姐；妻子

174 large 4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175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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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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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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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9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80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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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Lincoln 1 ['liŋkən] n.林肯（美国第16任总统）；林肯（福特汽车厂出产的名牌豪华汽车）

182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183 local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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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Mackenzie 3 [mə'kenzi] n.麦肯齐河（又译“马更些河”，加拿大西北部河流）；麦肯齐区（又译“马更些区”，加拿大西北部的小
区）；麦肯齐氏

185 majo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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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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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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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marriage 1 ['mæridʒ] n.结婚；婚姻生活；密切结合，合并 n.(Marriage)人名；(英)马里奇

189 Marsalis 1 马萨利斯

190 Martha 1 ['mɑ:θə] n.玛莎（女子名）；马大（马利亚和拉撒路之姊）

191 medium 1 ['mi:diəm, -djəm] adj.中间的，中等的；半生熟的 n.方法；媒体；媒介；中间物

192 melinda 1 [mə'lində] n.梅林达（女子名）

193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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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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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millions 2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197 mission 1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
198 money 12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99 mo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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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music 2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201 musical 1 ['mju:zikəl] adj.音乐的；悦耳的 n.音乐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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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networks 1 英 ['netwɜːk] 美 ['netwɜ rːk] n. 网点；网络；网状系统；广播公司

204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05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06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07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208 numb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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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nurse 2 [nə:s] vt.看护，护理；照顾；培养；给…喂奶 vi.照料，护理；喂奶；当保姆 n.护士；奶妈，保姆 n.(Nurse)人名；(英)纳
斯

210 of 2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11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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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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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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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onto 1 ['ɔntu, -tə] prep.在…之上；对…了解；映射到…上 adj.映射的；自身的；映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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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operate 1 vi.运转；动手术；起作用 vt.操作；经营；引起；对…开刀

217 opportunity 1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
218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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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organization 3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220 organizations 6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221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22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223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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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overall 1 ['əuvərɔ:l, ,əuvə'rɔ:l] adj.全部的；全体的；一切在内的 adv.全部地；总的说来 n.工装裤；罩衫

226 overlooked 1 英 [ˌəʊvə'lʊk] 美 [ˌoʊvər'lʊk] v. 俯瞰；远眺；没注意到；忽视 n. 忽视；远眺

227 owning 1 英 [əʊn] 美 [oʊn] adj. 自己的；特有的 n. 自己的东西 v. 承认；拥有

228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229 palm 1 [pɑ:m] n.手掌；棕榈树；掌状物 vt.将…藏于掌中 n.(Palm)人名；(英)帕姆；(瑞典)帕尔姆；(法、德、俄、捷、芬、挪)帕
尔姆

230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31 parham 3 n. 帕勒姆

232 p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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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pathway 1 ['pɑ:θwei, 'pæθ-] n.路，道；途径，路径

234 paying 1 ['pei'ŋ] adj.支付的；赢利的；合算的 n.支付；填缝；放送绳链 v.支付；报答（pay的ing形式）

235 people 10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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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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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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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philanthropic 2 [,filən'θrɔpik] adj.博爱的；仁慈的

240 pl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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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pledge 3 [pledʒ] n.保证，誓言；抵押；抵押品，典当物 vt.保证，许诺；用……抵押；举杯祝……健康 n.(Pledge)人名；(英)普莱
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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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practice 1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244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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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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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program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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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promise 1 ['prɔmis] n.许诺，允诺；希望 vt.允诺，许诺；给人以…的指望或希望 vi.许诺；有指望，有前途

249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50 proud 1 [praud] adj.自豪的；得意的；自负的 n.(Proud)人名；(英)普劳德

251 proven 1 ['pru:vən] v.证明（prov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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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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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ramp 2 [ræmp] n.斜坡，坡道；敲诈 vi.蔓延；狂跳乱撞；敲诈 vt.敲诈；使有斜面

255 rare 1 adj.稀有的；稀薄的；半熟的 adj.杰出的；极度的；非常好的 adv.非常；极其 vi.用后腿站起；渴望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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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received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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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8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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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60 recognized 1 ['rekəɡnaɪzd] adj. 公认的；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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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richest 1 ['rɪtʃɪst] adj. 最富有的，最丰富的（形容词rich的最高级）

263 road 1 [rəud] n.公路，马路；道路；手段 vt.（狗）沿臭迹追逐（猎物） adj.（美）巡回的 n.(Road)人名；(英)罗德

264 role 1 [rəul] n.角色；任务 n.(Ro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赤几)罗莱

265 run 1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
266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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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school 4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68 schools 4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69 Scott 13 [skɔt] n.斯科特（男子名）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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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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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273 ser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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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球 n.(Serve)人名；(法)塞尔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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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shand 1 n. 尚德

276 sh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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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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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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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signify 1 ['signifai] vt.表示；意味；预示 vi.有重要性；要紧；冒充内行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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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skills 1 技能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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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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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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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286 spokeswoman 1 ['spəuks,wumən] n.女代言人，女代言人

287 Springs 1 [spriŋz] n.斯普林斯（南非东部城市名）

288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289 st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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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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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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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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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struggling 1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
296 students 6 [st'juːdnts] 学生

297 successful 1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
298 supp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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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300 taxes 1 [tæksi:z] n.税收，税金；税务；[税收]税捐

301 teach 2 [ti:tʃ] vt.教；教授；教导 vi.教授；讲授；当老师 n.(Teach)人名；(英)蒂奇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302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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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4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305 tha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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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the 4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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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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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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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11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12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313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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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thrilled 2 [θrild] adj.非常兴奋的；极为激动的 v.激动（thrill的过去式）；[医]震颤

315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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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to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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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17 trained 1 [treɪnd] adj.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18 tuskegee 1 [tʌs'ki:gi:] n.塔斯基吉（美国一城市名）

319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20 underfunded 1 英 [ˌʌndə'fʌndɪd] 美 [ˌʌndər'fʌndɪd] adj. 资金不足的

321 underserved 1 [,ʌndə'sə:vd] adj.服务不周到的；服务水平低下的

322 universities 5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 rːsəti] n. 大学

323 university 3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324 us 1 pron.我们

325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326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27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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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330 want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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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warren 1 ['wɔrən, 'wɔ:-] n.养兔场；大杂院；拥挤的地区

332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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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wealth 1 [welθ] n.财富；大量；富有

335 wealthiest 1 ['welθi] adj. 富有的 n. 富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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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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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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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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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341 wife 1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
342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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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44 with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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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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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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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348 works 2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49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50 wrote 3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51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52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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