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6-30 [Education Report] Students Use 1619 Project to Learn
Legacy of Racism, Slavery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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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urate 1 ['ækjurət] adj.精确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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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ted 1 ['æktɪd] v. 行动；假装；表演；扮演；充当（动词a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 activists 1 ['æktɪvɪsts] 积极分子

6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7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8 adu 2 =Automatic Dialing Unit 自动拨号装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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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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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merica 2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3 American 3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4 americans 3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5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6 and 3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7 angle 1 vi.钓鱼；谋取 n.角度，角，方面

18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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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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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rgues 1 英 ['ɑːɡju ]ː 美 ['ɑ rːɡju ]ː v. 说服；争论；辩论

23 Arkansas 1 ['ɑ:kənsɔ:] n.（美国）阿肯色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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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rrived 1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6 as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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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28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29 at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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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 August 1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31 authority 1 [ɔ:'θɔrəti] n.权威；权力；当局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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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an 2 [bæn] vt.禁止，取缔 n.禁令，禁忌 n.(Ban)人名；(日)蕃(名)；(缅、老、柬)班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万；(法)邦；(中)饼(广东
话·威妥玛)；(德、塞、罗、阿拉伯)巴恩；(英)班恩

34 band 1 n.带，环；[物]波段；(演奏流行音乐的)乐队 vi.用带绑扎；给...镶边 n.n.乐队；队；一群

35 based 2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36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7 beats 1 ['biː ts] n. 节拍；跳动 名词beat的复数形式.

3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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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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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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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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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birth 1 [bɑ:θ] n.出生；血统，出身；起源

44 black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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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oar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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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ooks 1 ['bʊks] n. 帐目；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.

47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48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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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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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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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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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ty 1 卡蒂

54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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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entral 2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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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hicago 3 [ʃi'kɑ:gəu] n.芝加哥（美国中西部城市）

59 Christian 2 ['kristjən; -tʃən] n.基督徒，信徒 adj.基督教的；信基督教的

60 clas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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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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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olonial 1 [kə'ləunjəl] n.殖民地居民 adj.殖民地的，殖民的

63 comes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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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ommunicate 1 vi.通讯，传达；相通；交流；感染 vt.传达；感染；显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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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onnection 1 n.连接；关系；人脉；连接件

67 connects 1 [kə'nekt] v. 连接；接通；联系

68 consequences 1 影响效果

69 conservative 1 [kən'sə:vətiv] adj.保守的 n.保守派，守旧者

70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71 contains 1 [kən'teɪnz] v.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72 contributions 1 [kɒntrɪb'ju ʃːnz] 贡献

73 controlling 1 [kən'trəuliŋ] n.控制 v.控制；管理（control的ing形式）；验证

74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75 countr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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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coven 6 ['kʌvən] n.女巫大聚会；十三女巫大集会 n.(Coven)人名；(英、西)科文；(法)科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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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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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creation 1 [kri:'eiʃən] n.创造，创作；创作物，产物

81 creator 1 [kri'eitə] n.创造者；创建者

82 critical 2 ['kritikəl] adj.鉴定的；[核]临界的；批评的，爱挑剔的；危险的；决定性的；评论的

83 Dakota 1 [də'kəutə] n.达科他（美国过去一地区名，现分为南、北达科他州） adj.达科他人的

84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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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day 2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86 decide 1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87 declaration 1 [,deklə'reiʃən] n.（纳税品等的）申报；宣布；公告；申诉书

88 define 1 [di'fain] vt.定义；使明确；规定 n.(Define)人名；(英)德法恩；(葡)德菲内

89 determine 2 v.（使）下决心，（使）做出决定 vt.决定，确定；判定，判决；限定 vi.确定；决定；判决，终止；[主用于法律]
了结，终止，结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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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direction 1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
92 discussions 1 [dɪs'kʌʃnz] 讨论

93 distort 2 [dis'tɔ:t] vt.扭曲；使失真；曲解 vi.扭曲；变形

94 district 1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95 districts 1 ['dɪstrɪkt] n. 地区；行政区 vt. 把 ... 划分成区

96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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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98 doing 2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99 d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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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0 drawings 1 ['drɔː ɪŋz] n. 提取款 名词drawing的复数形式.

101 dressed 1 ['dresid] adj.穿好衣服的；打扮好的；去内脏及分割加工好的（特指动物，如鱼，禽类等） v.装饰；给…穿衣；布置
（dress的过去分词）

102 drew 1 [dru:] v.牵引（draw的过去式）；描绘；起草 n.(Drew)人名；(英)德鲁

103 drumbeats 1 n.鼓声，打鼓( drumbeat的名词复数 ); 鼓点子

104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105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106 eastern 2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107 edition 1 [i'diʃən] n.版本 版次 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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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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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111 English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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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enslaved 3 [ɪn'sleɪv] vt. 使做奴隶；使处于奴役的状态

113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
114 entirely 1 [in'taiə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

115 equality 1 [i:'kwɔləti] n.平等；相等；[数]等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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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essays 1 ['eseɪ] n. 论文；短评；散文；试图 vt. 尝试

118 establish 1 [i'stæbliʃ] vt.建立；创办；安置 vi.植物定植

119 established 2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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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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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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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
126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127 facts 1 n. 事实 名词fact的复数形式.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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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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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feelings 1 ['fiː lɪŋs] n.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.

131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132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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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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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floyd 2 [flɔid] n.弗洛伊德（男子名）

136 focused 1 英 ['fəʊkəst] 美 ['foʊkəst] adj. 聚焦的；集中的 动词focu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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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formed 1 [fɔ:md] adj.成形的，成形 v.成形加工（form过去时形式）

139 founding 1 ['faundiŋ] adj.创办的；发起的 v.[机]铸造；建造；以…为基础（found的ing形式） n.[机]铸造；溶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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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42 gap 1 n.间隙；缺口；差距；分歧 vi.裂开 vt.使形成缺口

143 gather 1 ['gæðə] vt.收集；收割；使…聚集；使…皱起 vi.聚集；化脓；皱起 n.聚集；衣褶；收获量 n.(Gather)人名；(德)加特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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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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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47 gets 2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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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9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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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goo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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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53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54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
伯、巴基)哈伊

155 handle 1 ['hændl] n.[建]把手；柄；手感；口实 vt.处理；操作；运用；买卖；触摸 vi.搬运；易于操纵

156 hannah 1 ['hænə] n.汉娜（女子名）

157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8 harder 1 [ha:də] adj.更难的；更努力的；更坚固的（hard的比较级） n.(Har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哈德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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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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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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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63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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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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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5 hierarchy 2 ['haiə,rɑ:ki] n.层级；等级制度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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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historical 2 [his'tɔrikəl] adj.历史的；史学的；基于史实的

168 history 10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69 how 7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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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172 ideas 3 观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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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Illinois 1 [,ili'nɔi(z)] n.伊利诺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174 impact 2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
175 impacts 1 ['ɪmpækt] n. 影响；冲击力；撞击 vt. 挤入；压紧；撞击；对 ... 发生影响 vi. 冲击；撞击；产生影响

176 importance 2 [im'pɔ:təns] n.价值；重要；重大；傲慢

177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78 in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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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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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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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independence 1 [,indi'pendəns] n.独立性，自立性；自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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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84 instead 2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85 institution 1 [,insti'tju:ʃən] n.制度；建立；（社会或宗教等）公共机构；习俗

186 institutions 1 [ɪnstɪt'ju ʃːnz] n. 体系 名词institution的复数.

187 is 1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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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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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i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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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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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Jones 1 [dʒəunz] n.琼斯（姓氏）

193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194 kids 1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
195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196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197 know 3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98 knowledge 1 ['nɔlidʒ] n.知识，学问；知道，认识；学科 n.(Knowledge)人名；(南非)诺利奇

199 lar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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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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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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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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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laws 1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204 learn 3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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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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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7 legacies 1 ['leɡəsi] n. 遗赠物；先人或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 adj. [计算机]旧系统的

208 legacy 2 ['legəsi] n.遗赠，遗产

209 legislation 1 [,ledʒis'leiʃən] n.立法；法律

210 l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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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212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13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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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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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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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218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219 luck 1 [lʌk] n.运气；幸运；带来好运的东西 vi.靠运气，走运；凑巧碰上 n.(Luck)人名；(德、瑞典)卢克；(英)勒克；(法)吕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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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marching 1 [mɑ tːʃɪŋ] n. 行进；游行 动词march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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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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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memorial 1 [英 [mə'mɔ:rɪəl] 美 [məˈmɔriəl, -ˈmor] n.纪念碑，纪念馆；纪念仪式；纪念物 adj.记忆的；纪念的，追悼的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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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messages 1 ['mesɪdʒɪz] n.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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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millner 2 n. 米尔纳

229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
230 misrepresenting 1 [ˌmɪsˌreprɪ'zent] v. 误称；歪曲；不合适地代表

231 Missouri 1 [mi'zuəri] n.密苏里（美国州名）

232 mo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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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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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murder 1 ['mə:də] vt.谋杀，凶杀 n.谋杀，凶杀 vi.杀人，犯杀人罪

235 museum 1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236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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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nation 3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239 nationwide 1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
240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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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243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44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245 nowadays 1 ['nauədeiz] adv.现今；时下 n.当今

246 object 1 ['ɔbdʒikt, -dʒekt, əb'dʒekt] n.目标；物体；客体；宾语 vt.提出…作为反对的理由 vi.反对；拒绝

247 of 3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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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officially 1 [ə'fiʃəli] adv.正式地；官方地；作为公务员

250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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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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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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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or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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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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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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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8 other 6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59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60 ourselves 1 [,auə'selvz, ,ɑ:-] pron.我们自己；我们亲自

261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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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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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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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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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paint 1 vt.油漆；绘画；装饰；涂色于；描绘；（用语言，文字等）描写；擦脂粉等 vi.油漆；描绘；绘画；化妆 n.油漆；颜
料，涂料；绘画作品；胭脂等化妆品；色彩，装饰 n.潘（人名）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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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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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268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269 past 2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270 people 7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71 perfect 1 ['pə:fikt, pə'fekt] adj.完美的；最好的；精通的 vt.使完美；使熟练 n.完成式 n.(Perfect)人名；(英)珀费克特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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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perspective 3 [pə'spektiv] n.观点；远景；透视图 adj.透视的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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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莱斯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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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76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
277 played 1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278 poetry 2 ['pəuitri] n.诗；诗意，诗情；诗歌艺术

279 policies 3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 lː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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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presentation 1 n.展示；描述，陈述；介绍；赠送

282 presented 1 ['preznt] n. 礼物；现在 adj. 出席的；现在的；当前的；存在的 v. 提出；赠送；呈现

283 preventing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
284 prison 1 ['prizən] n.监狱；监禁；拘留所 vt.监禁，关押 n.(Prison)人名；(德)普里松

285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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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project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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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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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protests 1 英 ['prəʊtest] 美 ['proʊtest] n. 抗议；反对 v. 抗议；反对；申明；断言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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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publication 1 [,pʌbli'keiʃən] n.出版；出版物；发表

292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293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294 race 3 n.属，种；种族，人种；家庭，门第；赛事，赛跑 vt.使参加比赛；和…竞赛；使急走，使全速行进 vi.比速度，参加竞
赛；全速行进 n.(Race)人名；(英)雷斯；(塞)拉采

295 racial 1 ['reiʃəl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296 racism 5 ['reisizəm] n.种族主义，种族歧视；人种偏见

297 raymon 1 雷蒙

298 reaches 1 [riː tʃ] v. 到达；伸出；达成；取得联系；延伸；（伸手）去够 n. 范围；影响力；河段；等级

299 read 1 [ri:d] vt.阅读；读懂，理解 vi.读；读起来 n.阅读；读物 adj.有学问的 n.(Read)人名；(英)里德

300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301 rebecca 2 [ri'bekə] n.丽贝卡（女子名，寓意迷人的美）

302 release 1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303 remnant 2 ['remnənt] n.剩余 adj.剩余的 n.(Remnant)人名；(英)雷姆南特

304 replace 1 [ri'pleis] vt.取代，代替；替换，更换；归还，偿还；把…放回原处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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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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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6 requires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307 resources 1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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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roots 1 [ru tː] n. 根；根源；根本 v. 生根；扎根；根除

310 said 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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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sang 1 [sæŋ] v.唱，唱歌（sing的过去式） n.(Sang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生；(瑞典、老、柬、泰)桑；(中)生(广东话·威妥玛)

312 sayings 1 ['seɪɪŋz] n. 语录

313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14 school 7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315 schools 2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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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secretly 1 ['si:kritli] adv.秘密地；背地里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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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series 2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320 served 1 英 [sɜːv] 美 [sɜ rː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
321 several 3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322 shaped 1 [ʃeipt] adj.合适的；成某种形状的；有计划的 vt.发展；成形（shape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

323 s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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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24 ship 1 [ʃip] vt.运送，乘船；以船运送 vi.上船；乘船旅行；当船员 n.船；舰；太空船 n.(Ship)人名；(中)摄(广东话·威妥玛)

325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326 showed 2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327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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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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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slavery 11 n.奴役；奴隶制度；奴隶身份

332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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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social 4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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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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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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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something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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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songs 1 ['sɒŋz] n.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.

339 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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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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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station 2 n.车站；驻地；地位；身份 vt.配置；安置；驻扎

343 status 1 n.地位；状态；情形；重要身份

344 st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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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stor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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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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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students 17 [st'juːdnts] 学生

348 studies 2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349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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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0 Sullivan 2 ['sʌlivən] n.沙利文，苏利文（人名）

351 sung 1 [sʌŋ] v.唱歌（sing的过去分词） n.(Sung)人名；(中)宋(普通话·威妥玛)

352 suppos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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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3 supremacy 1 [sju'preməsi, sə-] n.霸权；至高无上；主权；最高地位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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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surveys 1 英 ['sɜːveɪ] 美 ['sɜ rːveɪ] n. 问卷；测量；调查；纵览；视察 v. 调查；审视；研究；测量；勘定；环视

356 system 3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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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taught 1 [tɔ:t] v.教授（teach的过去分词）

359 teach 3 [ti:tʃ] vt.教；教授；教导 vi.教授；讲授；当老师 n.(Teach)人名；(英)蒂奇

360 teacher 1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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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teaches 1 ['tiː tʃɪz] v. 教；教导；教授；教训（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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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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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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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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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the 7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68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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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theory 2 ['θiəri, 'θi:ə-] n.理论；原理；学说；推测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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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72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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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think 3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375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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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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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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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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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tim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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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to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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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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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traditionally 1 [trə'diʃənəli] adv.传统上；习惯上；传说上

385 trees 1 [triː 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的复数形式

386 tried 1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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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trusting 1 ['trʌstiŋ] adj.信任的；轻信的 v.信赖（trust的ing形式）

389 trying 2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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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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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2 unfortunate 1 [,ʌn'fɔ:tʃənət] adj.不幸的；令人遗憾的；不成功的

393 unseen 1 [,ʌn'si:n] adj.看不见的，未看见的；未经预习的 n.（事前未看过原文的）即席翻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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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4 untold 1 [,ʌn'təuld] adj.数不清的；未说过的；未透露的；无限的

395 us 3 pron.我们

396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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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uses 2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399 vaccine 1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400 version 1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401 ve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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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2 Virginia 1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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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voted 1 英 [vəʊt] 美 [voʊt] n. 选举权；投票；选举；投票结果 v. 表决；选举；投票
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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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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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wanting 1 ['wɔntiŋ, 'wɔ:n-] adj.欠缺的；不足的；不够格的 prep.无；缺 v.需要（want的现在分词）；欠缺

408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4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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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10 w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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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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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wealth 1 [welθ] n.财富；大量；富有

413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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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w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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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6 whe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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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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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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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420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421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422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4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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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4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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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6 writers 1 ['raɪtəz] 作家

427 writing 2 ['raitiŋ] n.书写；作品；著作；[法]笔迹 v.书写（writ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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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9 wrote 4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430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431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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