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7-14 [Education Report] Black Students, Faculty_ UNC Needs
Self-Examination on Rac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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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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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university 17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6 black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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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students 12 [st'juːdnts] 学生

8 i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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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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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they 10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1 unc 10 abbr. 不流通的(=uncirculated) Unc. abbr. 通用命名标准（=Universal Naming Conversion）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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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 faculty 9 ['fækəlti] n.科，系；能力；全体教员

14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5 said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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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sh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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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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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Carolina 6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19 hannah 6 ['hænə] n.汉娜（女子名）

20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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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Jones 6 [dʒəunz] n.琼斯（姓氏）

22 tenure 6 ['tenjuə, 'tenjə] n.任期；占有 vt.授予…终身职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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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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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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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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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meri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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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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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group 4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30 if 4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31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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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north 4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33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4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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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teachers 4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36 ability 3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37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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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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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9 chapel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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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ountr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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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decision 3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42 events 3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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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h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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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kee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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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la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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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off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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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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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positi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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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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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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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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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vo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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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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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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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attention 2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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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aucus 2 n.干部会议；核心会议；党团会议 vi.召开干部会议；开核心会议

59 college 2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60 color 2 ['kʌlə] n.颜色；肤色；颜料；脸色 vt.粉饰；给...涂颜色；歪曲 vi.变色；获得颜色

61 concern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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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emails 2 ['iː meɪlz] 邮件

63 examination 2 [ig,zæmi'neiʃən] n.考试；检查；查问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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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gained 2 [geɪnd] adj.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66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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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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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8 hurt 2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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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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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leaders 2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72 list 2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73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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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4 Members 2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75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76 professor 2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77 professors 2 [prə'fesəz] 大学教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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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public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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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recover 2 [ri'kʌvə] vt.恢复；弥补；重新获得 vi.恢复；胜诉；重新得球 n.还原至预备姿势 n.(Recover)人名；(西)雷科韦尔

81 r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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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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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名；(英)赖特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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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self 2 [self] n.自己，自我；本质；私心 adj.同一的 vt.使自花授精；使近亲繁殖 vi.自花授精 n.(Self)人名；(英)塞尔夫

84 staff 2 [stɑ:f, stæf] n.职员；参谋；棒；支撑 adj.职员的；行政工作的 vt.供给人员；给…配备职员 vi.雇用工作人员 n.(Staff)人名；
(德、匈)施塔夫；(瑞典、英)斯塔夫

85 Stat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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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student 2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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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tenured 2 ['tenjuəd, 'tenjəd] adj.（美）享有终身职位的 v.授予…终身职位（tenur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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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top 2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高
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91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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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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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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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accepted 1 [ək'septid] adj.公认的；录取的；可接受的；已承兑的 v.接受（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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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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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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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admitting 1 [əd'mɪtɪŋ] v. 接纳(导入)；承认（动词admit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100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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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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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04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05 annie 1 ['æni] n.安妮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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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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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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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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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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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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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attract 1 [ə'trækt] vt.吸引；引起 vi.吸引；有吸引力

115 banned 1 [bæn] v. 禁止；剥夺权利 n. 禁令；禁止

116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17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118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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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broken 1 ['brəukən] adj.破碎的；坏掉的 v.折断；打碎；损坏（break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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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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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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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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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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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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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chancellor 1 ['tʃɑ:nsələ, 'tʃæn-] n.总理（德、奥等的）；（英）大臣；校长（美国某些大学的）；（英）大法官；（美）首席法官
n.(Chancellor)人名；(英)钱塞勒

127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128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129 classrooms 1 [k'læsruːmz] 教室

130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131 conference 1 n.会议；讨论；协商；联盟；（正式）讨论会；[工会、工党用语]（每年的）大会 vi.举行或参加（系列）会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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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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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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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criticized 1 ['krɪtɪsaɪz] v. 批评；挑剔；评论；非难；吹毛求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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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
西)迪尔

139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140 demands 1 英 [dɪ'mɑːnd] 美 [dɪ'mænd] n. 要求；需求 v. 要求；查问；需要

141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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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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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disregard 1 [disri'gɑ:d] vt.忽视；不理；漠视；不顾 n.忽视；不尊重

145 diversity 1 [dai'və:səti] n.多样性；差异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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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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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donor 1 ['dəunə] n.捐赠者；供者；赠送人 adj.捐献的；经人工授精出生的

149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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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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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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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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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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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157 expressed 1 [ɪk'spres] n. 快车；快递；专使 adj. 明确的；急速的；直接的 adv. 用快递 vt. 表达；表示；挤压出；快递

158 eye 1 [ai] n.眼睛；视力；眼光；见解，观点 vt.注视，看 n.(Eye)人名；(德)艾厄；(英)艾

159 failure 1 ['feiljə] n.失败；故障；失败者；破产

160 fault 1 [fɔ:lt] n.故障；[地质]断层；错误；缺点；毛病；（网球等）发球失误 vi.弄错；产生断层 vt.（通常用于疑问句或否定
句）挑剔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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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field 1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163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164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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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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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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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 friedell 1 n. 弗里德尔

168 frustration 1 [frʌs'treiʃən] n.挫折

169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170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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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gotten 1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
173 Gregory 1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
174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175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176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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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7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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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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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Howard 1 ['hauəd] n.霍华德（男子名）

181 hundred 1 ['hʌndrəd] n.一百；许多 adj.一百的；许多的 num.百；百个

182 ignore 1 [ig'nɔ:] vt.驳回诉讼；忽视；不理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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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85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6 irene 1 n. 艾琳；艾伦(女子名)

187 jaci 1 abbr.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<变态反应与临床免疫学杂志>

188 journalism 1 ['dʒə:nəlizəm] n.新闻业，新闻工作；报章杂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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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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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kevin 1 ['kevin] n.凯文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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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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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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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
197 lie 1 [lai] vi.躺；说谎；位于；展现 vt.谎骗 n.谎言；位置 n.(Lie)人名；(罗、挪、瑞典)利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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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200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01 ma 1 [mɑ:] n.妈 n.(Ma)人名；(老、柬、刚(金))马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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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materials 1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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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meaningful 1 ['mi:niŋful] adj.有意义的；意味深长的

206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207 mulvey 1 n. 马尔维

208 nam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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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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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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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12 newspaper 1 ['nju:s,peipə, 'nju:z-] n.报纸 报社 旧报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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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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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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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offering 1 ['ɔfəriŋ, 'ɔ:-] n.提供；祭品；奉献物；牲礼 v.提供（offer的ing形式）

217 oldest 1 ['əuldist] adj.最老的（old的最高级）；最旧的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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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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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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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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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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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police 1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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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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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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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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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process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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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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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promises 1 ['prɒmɪsɪz] n. 承诺 名词promi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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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protested 1 英 [prəʊ'testɪd] 美 [proʊ'testɪd] adj. 抗拒的；反对的 动词prot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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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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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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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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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239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40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41 recruit 1 [ri'kru:t] n.招聘；新兵；新成员 vt.补充；聘用；征募；使…恢复健康 vi.复原；征募新兵；得到补充；恢复健康

242 reject 1 [ri'dʒekt] vt.拒绝；排斥；抵制；丢弃 n.被弃之物或人；次品

243 relationship 1 [ri'leiʃənʃip] n.关系；关联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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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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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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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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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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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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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slavery 1 n.奴役；奴隶制度；奴隶身份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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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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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sought 1 [sɔ:t] v.寻找（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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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stachel 1 n. 施塔赫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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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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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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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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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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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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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3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264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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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67 treat 1 [tri:t] vt.治疗；对待；探讨；视为 vi.探讨；请客；协商 n.请客；款待 n.(Treat)人名；(英)特里特

268 treated 1 [triː tɪd] v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 vbl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

269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
270 unable 1 [ʌn'eibl] adj.不会的，不能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；不能胜任的

271 unimportant 1 英 [ˌʌnɪm'pɔː tnt] 美 [ˌʌnɪm'pɔː rtnt] adj. 不重要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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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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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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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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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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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Walter 1 ['wɔ:ltə] n.沃尔特（男子名）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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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281 w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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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283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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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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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87 whom 1 [hu:m, 弱 hum] pron.谁（who的宾格）

288 widespread 1 ['waid'spred] adj.普遍的，广泛的；分布广的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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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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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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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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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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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