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7-07 [Education Report] What Is Critical Race Theory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5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3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and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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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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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is 2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6 that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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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in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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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 race 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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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theory 20 ['θiəri, 'θi:ə-] n.理论；原理；学说；推测

10 or 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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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critical 1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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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crt 13 abbr. 阴极射线管（=cathode ray tube）

13 some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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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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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w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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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bou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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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n 9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8 history 9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9 people 9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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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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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not 8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3 States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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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students 8 [st'juːdnts] 学生

25 hav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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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7 American 6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28 a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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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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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school 6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31 taught 6 [tɔ:t] v.教授（teach的过去分词）

32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3 ca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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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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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how 5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36 ideas 5 观念

37 laws 5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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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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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others 5 pron.其他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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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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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teachers 5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43 white 5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44 being 4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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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d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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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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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49 public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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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republica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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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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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someth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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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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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teach 4 [ti:tʃ] vt.教；教授；教导 vi.教授；讲授；当老师 n.(Teach)人名；(英)蒂奇

55 teaching 4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56 think 4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57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58 ability 3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59 academia 3 [,ækə'di:miə] n.学术界；学术生涯

60 ap 3 abbr.美国联合通讯社（AssociatedPress）；空气污染（AirPollution）；大气规划（AirProgram）；汇编程序
（AssemblyProgram） n.(Ap)人名；(中)鸭(广东话·威妥玛)

61 argues 3 英 ['ɑːɡju ]ː 美 ['ɑ rːɡju ]ː v. 说服；争论；辩论

62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63 bias 3 ['baiəs] n.偏见；偏爱；斜纹；乖离率 vt.使存偏见 adj.偏斜的 adv.偏斜地 n.(Bia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葡、喀)比亚斯；(英)拜厄
斯

64 conservatives 3 [kən'sɜːvətɪvz] 守旧派

65 county 3 ['kaunti] n.郡，县

66 dan 3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67 discrimination 3 [dis,krimi'neiʃən] n.歧视；区别，辨别；识别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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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lawmakers 3 n.立法者(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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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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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73 past 3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74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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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5 should 3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76 system 3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77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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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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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80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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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82 zahner 3 萨内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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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adults 2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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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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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argu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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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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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9 Australia 2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90 banned 2 [bæn] v. 禁止；剥夺权利 n. 禁令；禁止

91 believe 2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92 Carolina 2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93 clas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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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4 discuss 2 [dis'kʌs] vt.讨论；论述，辩论

95 dislike 2 [dis'laik] vt.不喜欢，厌恶 n.嫌恶，反感，不喜爱

96 educators 2 ['edʒʊkeɪtəz] 教育者

97 environment 2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98 etc 2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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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iv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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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02 groups 2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103 har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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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digenous 2 [in'didʒinəs] adj.本土的；土著的；国产的；固有的

105 individual 2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106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07 inherent 2 [in'hiərənt] adj.固有的；内在的；与生俱来的，遗传的

108 inside 2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109 institutions 2 [ɪnstɪt'ju ʃːnz] n. 体系 名词institution的复数.

110 land 2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111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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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naturally 2 ['nætʃərəli] adv.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

113 north 2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114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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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ord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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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parents 2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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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policy 2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20 privilege 2 n.特权；优待 vt.给予…特权；特免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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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racial 2 ['reiʃəl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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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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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republicans 2 n.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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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response 2 [ri'spɔns] n.响应；反应；回答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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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slavery 2 n.奴役；奴隶制度；奴隶身份

129 social 2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130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131 supporters 2 [sə'pɔː 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
132 surve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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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systemic 2 [si'stemik, -'sti:-] adj.系统的；全身的；体系的

134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135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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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138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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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underestimate 2 [,ʌndə'estimeit] vt.低估；看轻 n.低估

140 understanding 2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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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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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wake 2 vi.醒来；唤醒；警觉 vt.叫醒；激发 n.尾迹；守夜；守丧 n.(Wake)人名；(英)韦克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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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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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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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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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150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151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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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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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155 addressing 1 [ə'drəsiŋ] n.寻址，定址；访问

156 advanced 1 [əd'vɑ:nst, -'vænst] adj.先进的；高级的；晚期的；年老的 v.前进；增加；上涨（adva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157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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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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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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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62 analysis 1 [ə'næləsis] n.分析；分解；验定

163 analyze 1 ['ænəlaiz] vt.对…进行分析，分解（等于analyse）

164 Anderson 1 ['ændəsn] n.安德森市（美国印第安纳州）；安德森（男子名）

165 angered 1 英 ['æŋɡə(r)] 美 ['æŋɡər] n. 愤怒；怒火 vt. 激怒 vi. 发火

166 angering 1 ['æŋgə] n.怒，愤怒；忿怒 vt.使发怒，激怒；恼火 vi.发怒；恼火 n.(Anger)人名；(罗)安杰尔；(法)安热；(德、捷、瑞
典)安格尔

167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68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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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0 australians 1 英[ɒˈstreɪlɪənz] 美[ɔ̍ streɪljənz] n.澳大利亚人（ Australian的名词复数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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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72 Banning 1 ['bæniŋ] n.班宁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）；班宁（男子名）；浪子娇娃（电影名）

173 bans 1 n.禁令（ban的复数）；结婚预告（等于banns） n.（Bans）人名；（西）班斯；（法）邦斯

174 basic 1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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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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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belonging 1 [bi'lɔŋiŋ] n.所有物；行李；附属物

178 benefit 1 n.利益，好处；救济金 vt.有益于，对…有益 vi.受益，得益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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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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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biological 1 [,baiəu'lɔdʒik,-kəl] adj.生物的；生物学的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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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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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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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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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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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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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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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classroom 1 ['klɑ:srum] n.教室

192 classrooms 1 [k'læsruːmz] 教室

193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194 colonization 1 [,kɔlənai'zeiʃən] n.殖民；殖民地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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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
197 concepts 1 ['kɒnsepts] 概念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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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conflict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200 Connecticut 1 n.美国康涅狄格州（位于美国东北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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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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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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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conversation 1 n.交谈，会话；社交；交往，交际；会谈；（人与计算机的）人机对话

205 correctly 1 [kə'rektli] adv.正确地；得体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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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208 creates 1 [kri'ː eɪts] n. 创立 创建.

209 creators 1 创造者

210 crenshaw 1 n. 克伦肖

211 critically 1 adv.精密地；危急地；严重地；批评性地；用钻研眼光地；很大程度上；极为重要地

212 criticize 1 [ˈkrɪtɪsaɪz] vt.批评；评论；非难 vi.批评；评论；苛求

213 culturally 1 ['kʌltʃərəli] adv.从文化角度，文化意义上；在人文学方面

214 damaging 1 ['dæmidʒiŋ] adj.有破坏性的，损害的；诽谤的 v.破坏（damag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；损害

215 defining 1 [dɪ'faɪnɪŋ] adj. 定义性的；限定的 动词define的现在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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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depend 1 [di'pend] vi.依赖，依靠；取决于；相信，信赖

217 describe 1 [di'skraib] vt.描述，形容；描绘

218 description 1 [di'skripʃən] n.描述，描写；类型；说明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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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221 division 1 n.[数]除法；部门；分配；分割；师（军队）；赛区

222 documents 1 英 ['dɒkjumənt] 美 ['dɑːkjumənt] n. 文件；公文；文档 vt. 记载；(用文件等)证明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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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earliest 1 英 ['ɜ lːiɪst] 美 ['ɜ rːliɪst] n. 最早 adj. 最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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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227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228 enforce 1 [in'fɔ:s] vt.实施，执行；强迫，强制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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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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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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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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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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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expression 1 [英 [ɪk'spreʃn] 美 [ɪkˈsprɛʃən] n.表现，表示，表达；表情，脸色，态度，腔调，声调；式，符号；词句，语句，措
辞，说法

236 extended 1 [ik'stendid] adj.延伸的；扩大的；长期的；广大的 v.延长；扩充（extend的过去分词）

237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238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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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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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forum 1 ['fɔ:rəm] n.论坛，讨论会；法庭；公开讨论的广场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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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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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friedell 1 n. 弗里德尔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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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gatherings 1 ['ɡæðərɪŋz] n. 聚集，集会（名词gathering的复数形式）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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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Greenwich 1 ['gri:nidʒ] n.格林威治（英国伦敦东南一市镇，从前皇家天文台的所在地；通过该天文台的经线被定为本初子午
线）

250 guilty 1 ['gilti] adj.有罪的；内疚的

251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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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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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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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historians 1 [hɪs'tɔː riənz] 历史学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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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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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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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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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influence 1 ['influəns] n.影响；势力；感化；有影响的人或事 vt.影响；改变

262 injustices 1 n.不公平( injustice的名词复数 ); 非正义; 待…不公正; 冤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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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into 1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
265 invented 1 [ɪn'ventɪd] v. 发明；创造，捏造（动词inv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 已发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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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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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269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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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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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克；(匈)洛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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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275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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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278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279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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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282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283 limits 1 ['lɪmɪts] n.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.

284 lisa 1 [li:zə] n.丽莎（女子名）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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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287 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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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Maryland 1 ['mεərilænd] n.马里兰（美国州名）

290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291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292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293 mentions 1 ['menʃn] vt. 提到；说起 n. 提及；说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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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minorities 1 英 [maɪ'nɒrəti] 美 [maɪ'nɔː rəti] n. 少数；少数民族；未成年

296 Montgomery 1 [mənt'gʌməri] n.蒙哥马利（姓氏）；蒙哥马利（英国郡名）

297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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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300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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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1 nationwide 1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
302 native 1 ['neitiv] adj.本国的；土著的；天然的；与生俱来的；天赋的 n.本地人；土产；当地居民

303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304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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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nowhere 1 ['nəuhwεə] adv.无处；任何地方都不；毫无结果 n.无处；任何地方；无名之地 adj.不存在的；毫无结果的；不知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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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oppression 1 [ə'preʃən] n.压抑；镇压；压迫手段；沉闷；苦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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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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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2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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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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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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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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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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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318 picture 1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
319 pl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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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placement 1 ['pleismənt] n.布置；定位球；人员配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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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politicians 1 [pɒlɪ'tɪʃnz] 政治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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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prejudice 1 ['predʒudis] n.偏见；侵害 vt.损害；使有偏见

325 prejudices 1 ['predʒudɪs] n. 偏见；伤害 vt. 伤害；使 ... 存偏见；使偏袒

326 prepare 1 [pri'pεə] vt.准备；使适合；装备；起草 vi.预备；做好思想准备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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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privileges 1 ['prɪvəlɪdʒ] n. 特权；荣幸；特别恩典；基本人权 vt. 给特权；免除

329 problematic 1 [,prɔblə'mætik] adj.问题的；有疑问的；不确定的

330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331 professors 1 [prə'fesəz] 大学教授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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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progress 1 ['prəugres, 'prɔ-, prəu'gres] n.进步，发展；前进 vi.前进，进步；进行 n.(Progress)人名；(赞)普罗格雷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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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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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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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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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racist 1 ['reisist] n.种族主义者 种族主义的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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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342 refusing 1 拒绝 [材]废料 拒绝给予

343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344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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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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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religion 1 [ri'lidʒən] n.宗教；宗教信仰

347 remove 1 [ri'mu:v] vt.移动，迁移；开除；调动 vi.移动，迁移；搬家 n.移动；距离；搬家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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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349 restrict 1 [ri'strikt] vt.限制；约束；限定

350 restricting 1 [rɪs'trɪktɪŋ] adj. 限制的，约束的 v. 限制，约束，束缚（restrict的现在分词）

351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352 rewrite 1 [,ri:'rait, 'ri:rait] vt.改写；重写 vi.改写；重写 n.重写或改写的文稿；改写的作品
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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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55 scare 1 [skεə] vt.惊吓；把…吓跑 vi.受惊 n.恐慌；惊吓；惊恐 adj.（美）骇人的

356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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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senate 1 ['senit] n.参议院，上院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

359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360 sex 1 [seks] n.性；性别；性行为；色情 vt.引起…的性欲；区别…的性别

361 sexism 1 ['seksizəm] n.（针对女性的）性别歧视；男性至上主义

362 shand 1 n. 尚德
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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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4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365 simply 1 ['simpli] adv.简单地；仅仅；简直；朴素地；坦白地
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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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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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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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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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statehouses 1 n.州议会的议场( statehouse的名词复数 )

371 stolen 1 ['stəulən] adj.偷走的 v.偷窃；剽窃（steal的过去分词）

372 struggles 1 ['strʌɡl] vi. 努力；奋斗；斗争；挣扎 n. 斗争；竞争；奋斗

373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374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375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376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377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378 tassie 1 ['tæzi] n.塔斯马尼亚（澳大利亚岛屿，等于Tasmania）；（苏格兰）酒杯（等于tass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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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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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telling 1 ['teliŋ] adj.有效的；生动的；显著的 n.命令；叙述；吐露真情 v.告诉；讲述（tell的ing形式）；命令 n.(Telling)人名；(英)
特林

382 tells 1 [tel] v. 告诉；吩咐；讲述；表达；辨别；判断；泄露；告发；产生效果

383 tendency 1 ['tendənsi] n.倾向，趋势；癖好

384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385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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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3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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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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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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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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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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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93 treating 1 [triː tɪŋ] n. 处理 动词treat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394 truth 1 [tru:θ] n.真理；事实；诚实；实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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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unfair 1 [,ʌn'fεə] adj.不公平的，不公正的

397 unfairly 1 [ʌn'fɛəli] adv.不公平地；不正当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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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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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untrue 1 [,ʌn'tru:] adj.不真实的；不合标准的；不忠实的；不正当的

401 upset 1 vt.使心烦；颠覆；扰乱 vi.翻倒 adj.心烦的；混乱的；弄翻的 n.混乱；翻倒；颠覆

4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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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404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405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406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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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viewed 1 [vjuːd] adj. 检查过的 动词vie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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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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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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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413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414 with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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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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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16 wor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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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17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418 worry 1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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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421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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