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7-07 [Education Report] Journalist Nikole Hannah-Jones
Takes Job at Howard University after Tenure Fight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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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cept 3 [ək'sept] vt.接受；承认；承担；承兑；容纳 vi.承认；同意；承兑

4 accepting 1 [ək'septiŋ] adj.承兑的；易接受的；赞同的 v.接受；同意；承担（责任等）（accept的ing形式）

5 ac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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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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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9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10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1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2 allowed 1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
13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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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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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7 and 1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8 anna 1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19 appointment 1 [ə'pɔintmənt] n.任命；约定；任命的职位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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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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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rkansas 1 ['ɑ:kənsɔ:] n.（美国）阿肯色州

23 arrival 1 [ə'raivəl] n.到来；到达；到达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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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t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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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attended 1 [ə'tendɪd]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7 award 1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2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9 behavior 1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
30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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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lack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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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oo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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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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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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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campaigned 1 [kæm'peɪn] n. 运动；战役；活动；竞选运动 v. 参加竞选；从事运动

37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38 capital 1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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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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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42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43 chape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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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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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oates 2 n.科茨（姓氏）；高氏（涂料公司名）

46 collection 1 [kə'lekʃən] n.采集，聚集；[税收]征收；收藏品；募捐

47 colleges 1 ['kɒlɪdʒɪz] 高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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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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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51 conduct 2 ['kɔndʌkt, kən'dʌkt] vi.导电；带领 vt.管理；引导；表现 n.进行；行为；实施

52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53 controlled 1 [kən'trəuld] adj.受控制的；受约束的；克制的 v.控制；约束（control的过去式）；指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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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ontroversy 1 ['kɔntrə,və:si] n.争论；论战；辩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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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redential 1 [kri'denʃəl] n.证书；凭据；国书

58 credentials 1 [kri'denʃəlz] n.[管理]证书；文凭；信任状（credential的复数） v.得到信用；授…以证书（credential的三单形式）

59 critic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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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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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ultures 1 ['kʌltʃəz] n. 文化 名词culture的复数形式.

62 dan 1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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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decided 2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65 decisions 1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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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67 denigration 2 [,deni'greiʃən] n.诋毁

68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69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70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71 directed 1 [di'rektid, dai-] adj.定向的；经指导的；被控制的 v.指导；管理（dir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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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disavow 2 [,disə'vau] vt.否认，否定；抵赖；拒绝对…的责任

74 discussion 1 [dis'kʌʃən] n.讨论，议论

75 diversity 2 [dai'və:səti] n.多样性；差异

76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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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78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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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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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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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employed 1 [ɪm'plɔɪd] adj. 被雇用的；使用的 动词empl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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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enslaved 2 [ɪn'sleɪv] vt. 使做奴隶；使处于奴役的状态

85 examining 1 adj.审查的；考试的 v.检查；审讯；进行考试（examine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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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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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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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finally 1 ['fainəli] adv.最后；终于；决定性地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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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92 foreman 1 ['fɔ:mən] n.领班；陪审团主席 n.(Foreman)人名；(英、西)福尔曼

93 fought 1 [fɔ:t] v.战斗（fight的过去分词）；打架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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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5 fre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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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friedell 1 n. 弗里德尔

97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8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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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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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hannah 11 ['hænə] n.汉娜（女子名）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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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Harris 1 ['hæris] n.哈里斯（英国苏格兰一地区）；哈里斯（姓氏）

105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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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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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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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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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he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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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0 h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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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12 historically 2 [his'tɔrikəli] adv.历史上地；从历史观点上说

113 histo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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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ward 6 ['hauəd] n.霍华德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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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ideas 1 观念

118 ignored 1 [ɪɡ'nɔː d] adj. 忽视的 动词ign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19 imagine 1 vt.想象；猜想；臆断 vi.想象；猜想；想象起来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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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1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2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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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24 job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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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Jones 11 [dʒəunz] n.琼斯（姓氏）

126 journalism 2 ['dʒə:nəlizəm] n.新闻业，新闻工作；报章杂志

127 journalist 2 ['dʒə:nəlist] n.新闻工作者；报人；记日志者

128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129 kamala 1 [kə'mɑ:lə, 'kʌmələ] n.粗糠柴；卡马拉；吕宋楸荚粉 n.(Kamala)人名；(印、毛里塔)卡玛拉(女名)，卡马拉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30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31 labor 1 ['leibə] n.劳动；工作；劳工；分娩 vi.劳动；努力；苦干 vt.详细分析；使厌烦 n.(Labor)人名；(德、塞、法)拉博尔；(英)
拉博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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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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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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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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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lobbied 1 英 ['lɒbi] 美 ['lɑːbi] n. 大厅；民众接待厅；游说议员者 v. 游说

139 lobby 1 ['lɔbi] n.大厅；休息室；会客室；游说议员的团体 vt.对……进行游说 vi.游说议员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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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1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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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144 m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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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5 managed 1 ['mænɪdʒ] v. 管理；经营；做成；设法对付；提供；有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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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Mateo 1 n.(Mateo)人名；(坦桑)马泰奥；(西)马特奥

148 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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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milli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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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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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nam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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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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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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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newspaper 1 ['nju:s,peipə, 'nju:z-] n.报纸 报社 旧报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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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58 nothing 1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
159 of 1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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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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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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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only 1 ['əunli] adv.只，仅仅；不料 adj.唯一的，仅有的；最合适的 conj.但是；不过；可是

164 opinion 1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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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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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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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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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71 permitted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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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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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positi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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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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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177 prize 1 [praiz] n.奖品；奖赏；战利品 vt.珍视；捕获；估价 adj.获奖的

178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179 professionals 1 [prə'feʃənl] adj. 职业的; 专业的 n. 专家; 内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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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professors 1 [prə'fesəz] 大学教授

182 professorship 1 [prəu'fesəʃip] n.[劳经]教授职位

183 projec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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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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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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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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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Pulitzer 1 ['pulitsə; 'pju:-] n.普利策（美国新闻业经营者）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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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questioned 1 ['kwestʃən] n. 问题；疑问 v. 询问；怀疑

191 races 1 abbr.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国内应急通信业务(=Radio Amateur Civil Emergency Service)

192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193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194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195 republican 1 [ri'pʌblikən] adj.共和国的；共和政体的；共和主义的；拥护共和政体的 n.共和主义者

196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197 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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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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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saying 2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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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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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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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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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shand 1 n. 尚德

205 s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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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6 skill 1 [skil] n.技能，技巧；本领，技术 n.(Skill)人名；(瑞典)希尔

207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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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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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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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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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State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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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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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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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struggles 1 ['strʌɡl] vi. 努力；奋斗；斗争；挣扎 n. 斗争；竞争；奋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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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students 3 [st'juːdnts] 学生

218 suited 1 ['sju:tid] adj.合适的 v.适合（suit的过去分词）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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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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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22 ta 1 [tɑ:] abbr.助教（teachingassistant）；正切角（TangentAngle）；顶部攻击（TopAttack）；技术援助（technicalassistance）；
公差表

223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
224 talking 1 ['tɔ:kiŋ] adj.说话的，多嘴的；有表情的 n.讲话，谈论 v.谈论；讲话（talk的ing形式） n.(Talking)人名；(英)托金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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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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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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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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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tenure 4 ['tenjuə, 'tenjə] n.任期；占有 vt.授予…终身职位

230 tenured 1 ['tenjuəd, 'tenjəd] adj.（美）享有终身职位的 v.授予…终身职位（tenure的过去分词）

231 t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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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the 3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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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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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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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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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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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to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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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0 tom 1 n.雄性动物（尤指雄猫）；汤姆（人名） v.〈美口〉(像汤姆叔一样)逆来顺受

241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242 Tuesday 3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43 unc 3 abbr. 不流通的(=uncirculated) Unc. abbr. 通用命名标准（=Universal Naming Conversion）

244 unfair 1 [,ʌn'fεə] adj.不公平的，不公正的

245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246 universities 2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 rːsəti] n. 大学

247 university 1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48 us 1 pron.我们

249 vice 1 [vais] n.恶习；缺点；[机]老虎钳；卖淫 prep.代替 vt.钳住 adj.副的；代替的 n.(Vice)人名；(塞)维采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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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Walter 1 ['wɔ:ltə] n.沃尔特（男子名）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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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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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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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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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58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259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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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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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62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263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264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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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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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68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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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0 wor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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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1 wor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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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73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274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275 writes 1 [raɪt] v. 写；书写；填写；作曲

276 wrote 3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77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78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279 you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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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