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7-02 [Education Report] UNC Officials Award Tenure to
Journalist Nikole Hannah-Jone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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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and 1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4 of 1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hannah 15 ['hænə] n.汉娜（女子名）

6 Jones 15 [dʒəunz] n.琼斯（姓氏）

7 tenure 15 ['tenjuə, 'tenjə] n.任期；占有 vt.授予…终身职位

8 her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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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 was 1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0 said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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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 sh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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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 university 10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14 at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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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 i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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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 i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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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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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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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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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ha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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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 journalism 6 ['dʒə:nəlizəm] n.新闻业，新闻工作；报章杂志

22 officials 6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23 t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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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unc 6 abbr. 不流通的(=uncirculated) Unc. abbr. 通用命名标准（=Universal Naming Conversion）

25 after 5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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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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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9 meeting 4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30 offered 4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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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statement 4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33 work 4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34 academic 3 [,ækə'demik] adj.学术的；理论的；学院的 n.大学生，大学教师；学者

35 diversity 3 [dai'və:səti] n.多样性；差异

36 fight 3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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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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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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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important 3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40 process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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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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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susan 3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43 thi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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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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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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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Wednesday 3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47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8 announced 2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9 award 2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50 awarded 2 英 [ə'wɔː d] 美 [ə'wɔː 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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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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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boar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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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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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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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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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ame 2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58 chapel 2 ['tʃæpəl] n.小礼拜堂，小教堂；礼拜 adj.非国教的 n.(Chapel)人名；(法)沙佩尔；(英)查普尔

59 contentious 2 [kən'tenʃəs] adj.诉讼的；有异议的，引起争论的；爱争论的

60 controversial 2 [,kɔntrə'və:ʃəl] adj.有争议的；有争论的

61 Davis 2 ['deivis] n.戴维斯（男子名）

62 donor 2 ['dəunə] n.捐赠者；供者；赠送人 adj.捐献的；经人工授精出生的

63 express 2 [ik'spres] vt.表达；快递 adj.明确的；迅速的；专门的 n.快车，快递，专使；捷运公司

64 forward 2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
65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66 grateful 2 ['greitful] adj.感谢的；令人愉快的，宜人的

67 hill 2 [hil] n.小山；丘陵；斜坡；山冈 n.(Hill)人名；(法、西)伊尔；(德、英、匈、捷、罗、芬、瑞典)希尔

68 ideas 2 观念

69 including 2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70 meekins 2 n. 米金斯

71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72 position 2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73 prize 2 [praiz] n.奖品；奖赏；战利品 vt.珍视；捕获；估价 adj.获奖的

74 professors 2 [prə'fesəz] 大学教授

75 projec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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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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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Pulitzer 2 ['pulitsə; 'pju:-] n.普利策（美国新闻业经营者）

78 relating 2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79 reported 2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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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shand 2 n. 尚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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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showing 2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83 stopped 2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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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students 2 [st'juːdnts] 学生

86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87 types 2 ['taɪps] n. 类型 v.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.

88 viewpoint 2 ['vju:pɔint] n.观点，看法；视角

89 vote 2 [vəut] n.投票，选举；选票；得票数 vt.提议，使投票；投票决定；公认 vi.选举，投票 n.(Vote)人名；(英、法)沃特

90 Weeks 2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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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93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94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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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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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97 abilities 1 [ə'bɪləti] n. 能力；才能

98 accept 1 [ək'sept] vt.接受；承认；承担；承兑；容纳 vi.承认；同意；承兑

99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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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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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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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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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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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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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answered 1 英 ['ɑːnsə(r)] 美 ['ænsər] v. 回答；答复；接电话 n. 答案；回答；答复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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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9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110 argue 1 ['ɑgju:] vi.争论，辩论；提出理由 vt.辩论，争论；证明；说服 n.(Argue)人名；(英、法)阿格

111 argument 1 ['ɑ:gjumənt] n.论证；论据；争吵；内容提要

112 Arkansas 1 ['ɑ:kənsɔ:] n.（美国）阿肯色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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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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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5 awarding 1 英 [ə'wɔː d] 美 [ə'wɔː 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116 awards 1 英 [ə'wɔː d] 美 [ə'wɔː 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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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background 1 ['bækgraund] n.背景；隐蔽的位置 vt.作…的背景 adj.背景的；发布背景材料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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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121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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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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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126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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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128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129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130 collecting 1 [kə'lekt] v. 收集；聚集；募捐；运走；使（自己）镇定

131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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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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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commitment 1 [kə'mitmənt] n.承诺，保证；委托；承担义务；献身

135 contract 1 ['kɔntrækt, kən'trækt] vi.收缩；感染；订约 vt.感染；订约；使缩短 n.合同；婚约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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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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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criticism 1 ['krɪtɪsɪzəm] n.批评；考证；苛求

139 cultural 1 ['kʌltʃərəl] adj.文化的；教养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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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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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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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disagreement 1 [,disə'gri:mənt] n.不一致；争论；意见不同

145 discuss 1 [dis'kʌs] vt.讨论；论述，辩论

146 discussing 1 [dɪ'skʌs] v. 讨论；论述；商量

147 discussion 1 [dis'kʌʃən] n.讨论，议论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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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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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editing 1 n. 编辑 动词ed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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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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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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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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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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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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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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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evening 1 ['i:vniŋ] n.晚上；傍晚；（联欢性的）晚会；后期 adj.在晚上的；为晚上的；晚上用的 int.晚上好（等于goodevening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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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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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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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；
触摸

163 f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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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forms 1 ['fɔː 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
165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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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gene 1 [dʒi:n] n.[遗]基因，遗传因子

168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169 guaranteeing 1 [ˌɡærən'tiː ] n. 保证；保证书；担保；担保人；抵押品 vt. 保证；担保

170 guarantees 1 [ˌɡærən'tiː ] n. 保证；保证书；担保；担保人；抵押品 vt. 保证；担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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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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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73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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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76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177 hired 1 [haird] v.雇用（hire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形式）；租用

178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79 honored 1 英 ['ɒnəd] 美 ['ɑnərd] adj. 深感荣幸的；受尊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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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investigation 1 [in,vesti'geiʃən] n.调查；调查研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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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184 journalist 1 ['dʒə:nəlist] n.新闻工作者；报人；记日志者

185 journalistic 1 [,dʒə:nə'listik] adj.新闻业的，新闻工作者的

186 j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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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king 1 [英[kɪŋ] 美[kɪŋ]] n.国王；最有势力者；王棋 vi.统治；做国王 vt.立…为王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，最大的 n.(King)人名；
(德、英、葡、捷、西)金；(中)金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京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京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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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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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leadership 1 ['li:dəʃip] n.领导能力；领导阶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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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lifetime 1 ['laiftaim] n.一生；寿命；终生；使用期 adj.一生的；终身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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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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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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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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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magazines 1 ['mæɡəziː nz] 杂志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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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02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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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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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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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NAACP 1 [ˌendʌbəl̩ eɪsiː 'piː ] abbr.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(美国)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

207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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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10 newspaper 1 ['nju:s,peipə, 'nju:z-] n.报纸 报社 旧报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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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 newspapers 1 [njuːz'peɪpəs] n. 报纸 名词newspap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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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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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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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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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opinions 1 n.意见；评价（opinion的复数）；舆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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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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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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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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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222 presence 1 ['prezəns] n.存在；出席；参加；风度；仪态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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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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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226 protest 1 [prəu'test, 'prəu-] vi.抗议；断言 vt.抗议；断言 n.抗议 adj.表示抗议的；抗议性的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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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publicly 1 ['pʌblikli] adv.公然地；以公众名义

229 published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230 publisher 1 ['pʌbliʃə] n.出版者，出版商；发行人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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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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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rac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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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radio 1 ['reidiəu] n.收音机；无线电广播设备 vi.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.用无线电发送 n.(Radio)人名；(西)拉迪奥

235 ralph 1 [rælf] vi.呕吐 vt.呕吐

236 receiv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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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7 receiving 1 [ri'si:viŋ] adj.接受的 n.接受 v.接收（receive的ing形式）

238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239 report 1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240 reporter 1 [ri'pɔ:tə] n.记者

241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42 request 1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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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revealed 1 [ri'vi:ld] v.透露（reveal的过去式）；显示

245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246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247 schools 1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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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250 slavery 1 n.奴役；奴隶制度；奴隶身份

251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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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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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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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sr 1 abbr. [化]元素锶(strontium)的符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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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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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257 stories 1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58 strongly 1 ['strɔŋli, 'strɔ:ŋ-] adv.强有力地；坚强地；激烈地；气味浓地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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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supporters 1 [sə'pɔː 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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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teaching 1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263 television 1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
264 tension 1 ['tenʃən] n.张力，拉力；紧张，不安；电压 vt.使紧张；使拉紧

265 text 1 [tekst] n.[计]文本；课文；主题 vt.发短信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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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268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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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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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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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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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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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74 treats 1 [triː t] v. 对待；视为；探讨；治疗；处理；请客 n. 款待；宴飨

275 trustees 1 [trʌ'stiː ] n. 受托人；理事

276 unclear 1 英 [ˌʌn'klɪə(r)] 美 [ˌʌn'klɪr] adj. 不清楚的；含混的

277 universities 1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 rːsəti] n. 大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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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us 1 pron.我们

280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81 values 1 ['væljʊz] n. 价值观念；价值标准 名词value的复数形式.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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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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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Walter 1 ['wɔ:ltə] n.沃尔特（男子名）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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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wealthy 1 ['welθi] adj.富有的；充分的；丰裕的 n.富人

287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
288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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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welcoming 1 ['welkəm] vt. 欢迎 adj. 受欢迎的 n. 欢迎 int. 欢迎(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)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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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winning 1 ['winiŋ] adj.胜利的；获胜的 n.胜利；获得；成功 v.获胜（win的ing形式） n.(Winn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法)温宁

293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294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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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6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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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writers 1 ['raɪtəz] 作家

299 writing 1 ['raitiŋ] n.书写；作品；著作；[法]笔迹 v.书写（write的ing形式）

300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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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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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