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7-24 [Health and Lifestyle] Bird Watchers Promise to Become
a More Welcoming Group 词汇表词汇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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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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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dded 4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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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 advocate 2 ['ædvəkeit, 'ædvəkət] vt.提倡，主张，拥护 n.提倡者；支持者；律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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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greed 1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9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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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2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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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ndres 1 ['ændreɪs] n. 安德烈斯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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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17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18 apologized 1 [ə'plɒlədʒaɪzd] adj. 道歉的 动词apolog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9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20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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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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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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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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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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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Audubon 11 ['ɔ:dəbɔn] n.奥杜邦（美国鸟类学家、画家和博物学家）

28 autumn 1 ['ɔ:təm] n.秋天；成熟期；渐衰期，凋落期 adj.秋天的，秋季的 n.(Autumn)人名；(英)奥特姆

29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30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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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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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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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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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7 beginnings 1 n. 开始，开端（beginning的复数）；早期

38 behalf 1 [bi'hɑ:f] n.代表；利益

39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40 bird 4 [bə:d] n.鸟；家伙；羽毛球 vt.向…喝倒彩；起哄 vi.猎鸟；观察研究野鸟 n.(Bird)人名；(英、西)伯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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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irds 4 ['bɜːdz] n. 鸟，鸟类；禽（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）

42 birdwatcher 2 英 ['bɜːdwɒtʃə(r)] 美 ['bɜ rːdwɑ tːʃər] n. (在大自然中)观察；研究鸟的人

43 birdwatching 1 观鸟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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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lacks 1 ['blæks] n. 黑人 名词black的复数形式.

46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47 Boston 1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
48 broader 1 [b'rɔː dər] adj. 更宽广的，更广阔的，更广泛的（形容词broad的比较级）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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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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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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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53 Caribbean 1 [kæri'bi(:)ən] adj.加勒比人的；加勒比海的；加勒比语的 n.加勒比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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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56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57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58 change 3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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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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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hapter 2 ['tʃæptə] n.章，回；（俱乐部、协会等的）分会；人生或历史上的重要时期 vt.把…分成章节

62 chapters 2 n. 章；章节（chapter的复数形式）；回

63 chose 1 [英[tʃəʊz] 美[tʃoz]] v.choose的过去式,选择 n.【法律】物体；动产 n.(Chose)人名；(法)肖兹

64 Christian 1 ['kristjən; -tʃən] n.基督徒，信徒 adj.基督教的；信基督教的

65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66 club 2 [klʌb] n.俱乐部，社团；夜总会；棍棒；（扑克牌中的）梅花 vt.用棍棒打；募集 vi.集资；组成俱乐部 adj.俱乐部的 n.
(Club)人名；(英)克拉布

67 color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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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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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committee 1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70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71 cooper 2 ['ku:pə] vi.箍桶；修桶 n.制桶工人；修桶匠 vt.箍桶；制桶 n.(Cooper)人名；(英、西)库珀

72 correct 1 [kə'rekt] vt.改正；告诫 vi.调整；纠正错误 adj.正确的；恰当的；端正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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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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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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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78 dangers 1 丹赫尔斯

79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80 dc 1 [ˌdiː 'siː ] abbr. 直流(=direct current) abbr. 哥伦比亚特区(=District of Columbia)

81 debbie 1 ['debi] n.黛比（女子名，等于Debby）

82 different 3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83 dirty 1 ['də:ti] adj.下流的，卑鄙的；肮脏的；恶劣的；暗淡的 vt.弄脏 vi.变脏

84 discrimination 1 [dis,krimi'neiʃən] n.歧视；区别，辨别；识别力

85 diverse 2 [dai'və:s, di-] adj.不同的；多种多样的；变化多的

86 diversity 4 [dai'və:səti] n.多样性；差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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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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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document 1 n.文件，公文；[计]文档；证件 vt.记录，记载

89 dog 1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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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1 draw 1 [drɔ:] vt.画；拉；吸引 vi.拉；拖 n.平局；抽签 n.(Draw)人名；(英)德劳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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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eaten 1 [英 [ˈi:tn] 美 [ˈitn] v.吃（ea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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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96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97 employing 1 [ɪm'plɔɪ] v. 雇佣；使用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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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enslaved 1 [ɪn'sleɪv] vt. 使做奴隶；使处于奴役的状态

100 enthusiasts 1 英 [ɪn'θjuːziæsts] 美 [ɪn'θuːziæsts] n. 热心人；热衷者（名词enthusiast的复数形式）

101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102 environmental 5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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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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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face 1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107 faces 1 ['feɪsɪz] n.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.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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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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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farm 1 [fɑ:m] vi.种田，务农；经营农场 n.农场；农家；畜牧场 vt.养殖；耕种；佃出（土地）

111 fashioned 1 ['fæʃənd] adj.…式的 v.把…塑成（fashion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

112 feather 1 ['feðə] n.羽毛 vt.用羽毛装饰 vi.长羽毛 n.(Feather)人名；(英)费瑟

113 feathers 1 ['feðəz] n. 羽毛；羽衣；装束 名词feather的复数形式.

114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115 fixing 1 ['fiksiŋ] n.固定；安装；设备；修理 v.固定（fix的现在分词）

116 floyd 1 [flɔid] n.弗洛伊德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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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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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9 founder 1 ['faundə] vi.失败；沉没；倒塌；变跛 vt.破坏；使摔倒；垮掉 n.创始人；建立者；翻沙工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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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freeing 1 ['friː ɪŋ] n. 解除 动词free的现在分词.

122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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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Geor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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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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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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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goo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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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green 3 [gri:n] adj.绿色的；青春的 n.绿色；青春 vt.使…变绿色 vi.变绿色 n.(Green)人名；(英、意)格林；(瑞典、芬)格伦

129 group 6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30 groups 3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131 growths 1 [ɡ'rəʊθs] 生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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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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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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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hall 1 n.过道，门厅，走廊；会堂；食堂；学生宿舍；大厅，前厅；娱乐中心，会所 n.（土）哈勒（人名）；（德、波、丹、
芬、瑞典）哈尔（人名）；（英）霍尔（人名）；（法）阿尔（人名）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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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harriet 1 ['hæriit] n.哈里特（女子名）

137 has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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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hats 1 [hæt] n. 帽子 vt. 给 ... 戴帽子 vi. 提供帽子；制造帽子

139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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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having 2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41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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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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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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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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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hemenway 1 n. 海明威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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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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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
149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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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home 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152 honor 1 ['ɔnə] n.荣誉；信用；头衔 vt.尊敬（等于honour）；给…以荣誉

153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154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55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156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57 improving 1 [ɪm'pruːvɪŋ] n. 改良；改进 动词impr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58 in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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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9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160 Indians 1 n. 印度人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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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is 1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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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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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its 7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66 James 1 [dʒeimz] n.詹姆斯（姓氏，男子名）；《雅各书》

167 Jill 2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168 Jimenez 1 [ji'menez] n.希门尼斯（西班牙诗人）；吉梅内斯（一足球运动员）

169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170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171 Juneteenth 1 美国6.19奴隶解放日

172 justice 2 ['dʒʌstis] n.司法，法律制裁；正义；法官，审判员 n.(Justice)人名；(英)贾斯蒂斯，贾斯蒂丝(女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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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killed 2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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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la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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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77 la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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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leadership 3 ['li:dəʃip] n.领导能力；领导阶层

179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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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82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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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85 made 1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186 mak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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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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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marcelo 1 n. 马塞洛

190 mass 3 n.块，团；群众，民众；大量，众多；质量 adj.群众的，民众的；大规模的，集中的 vi.聚集起来，聚集 vt.使集合

191 Massachusetts 2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
192 meal 1 [mi:l] n.一餐，一顿饭；膳食 vi.进餐

193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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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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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minna 1 ['minə] n.明娜（女子名）

197 Minneapolis 1 [,mini'æpəlis] n.明尼阿波里斯市（美国一座城市）

198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99 mo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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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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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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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movement 4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203 Muir 2 缪尔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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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names 3 [neɪmz] n.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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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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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209 naturalist 1 ['nætʃərəlist] n.自然主义者；博物学者；（英）动物标本剥制者；买卖玩赏动物的商人 adj.自然的（等于
naturalistic）；自然主义的；博物学的

210 nature 2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211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212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13 neill 2 n.(Neill)人名；(法)内伊；(英)尼尔

214 new 5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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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16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217 of 3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18 offensive 1 [ə'fensiv] adj.攻击的；冒犯的；无礼的；讨厌的 n.攻势；攻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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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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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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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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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224 opposed 1 [ə'pəuzd] adj.相反的；敌对的 v.反对（oppose的过去分词）；使对立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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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organization 4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227 organizations 4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228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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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outdoor 1 ['əutdɔ:] adj.户外的；露天的；野外的（等于out-of-door）

231 outdoors 2 ['aut'dɔ:z] adv.在户外 n.户外 adj.户外的（等于outdoor）

232 outer 1 ['autə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远离中心的 n.环外命中

233 owned 1 [əund] v.拥有；承认（own的过去分词） adj.自身拥有的

234 paintings 1 ['peɪntɪŋz] n. 绘画作品；绘画艺术 名词painting的复数形式.

235 park 1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
236 par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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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238 people 10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39 percent 3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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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Philip 1 ['filip] n.菲利普（男子名）

242 picnic 2 ['piknik] n.野餐 vi.去野餐

243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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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46 practice 1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247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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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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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producing 1 [prə'djuːsɪŋ] n.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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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promise 1 ['prɔmis] n.许诺，允诺；希望 vt.允诺，许诺；给人以…的指望或希望 vi.许诺；有指望，有前途

253 promised 3 英 ['prɒmɪs] 美 ['prɑːmɪs] n. 诺言；预示；约定；(有)希望 v. 允诺；发誓；答应；有希望

254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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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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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puts 1 [pʊts] n.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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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racial 1 ['reiʃəl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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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racist 2 ['reisist] n.种族主义者 种族主义的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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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63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64 recognizing 1 ['rekəgnaɪzɪŋ] v. 承认；认出，识别（动词recogniz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265 refuges 1 ['refjuːdʒ] n. 避难；避难所；庇护 v. 庇护；避难

266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267 repayments 1 n.偿还，报答，偿付的钱物( repayment的名词复数 )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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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270 Robbins 2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
271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人名；(英)朗宁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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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savage 1 adj.野蛮的；残酷的；狂怒的；荒凉的 n.未开化的人；粗鲁的人；残暴成性的人 vt.乱咬；粗暴的对待 n.(Savage)人
名；(西)萨瓦赫；(英、德)萨维奇

274 savages 1 ['sævɪgɪz] n. 野蛮人；野人；残酷之人 名词savage的复数形式.

275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76 sectio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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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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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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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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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
282 sierra 2 [si'εərə] n.[地理]锯齿山脊；呈齿状起伏的山脉 n.(Sierra)人名；(意、西)谢拉；(英)西拉

283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84 similarly 1 ['similəli] adv.同样地；类似于

285 simple 1 ['simpl] adj.简单的；单纯的；天真的 n.笨蛋；愚蠢的行为；出身低微者 n.(Simple)人名；(法)桑普勒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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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288 slaveholder 1 ['sleiv,həuldə] n.奴隶所有者

289 slavery 1 n.奴役；奴隶制度；奴隶身份

290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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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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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society 4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294 spaces 1 n. 空格；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.

295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296 staff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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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standing 1 ['stændiŋ] adj.长期的；直立的；固定的 n.站立；持续；身分 v.站立；坚持不变；坐落于（stand的ing形式） n.
(Standing)人名；(英)斯坦丁；(德)施坦丁

298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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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Stat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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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stop 2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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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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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304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305 sugar 1 ['ʃugə] n.糖；食糖；甜言蜜语 vt.加糖于；粉饰 vi.形成糖 n.(Sugar)人名；(英)休格

306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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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supports 1 [sə'pɔː ts] n. 支持

309 supremacists 1 n.至上主义者( supremacist的名词复数 )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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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tha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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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the 3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13 their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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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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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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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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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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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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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322 throu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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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to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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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24 to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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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treatment 1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326 trip 1 [trip] vi.绊倒；远足；犯错误；轻快地走 n.旅行；绊倒；差错 vt.绊倒；使犯错 n.(Trip)人名；(荷)特里普

327 try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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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29 uncomfortable 1 [,ʌn'kɔmfətəbl] adj.不舒服的；不安的

330 unfair 1 [,ʌn'fεə] adj.不公平的，不公正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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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up 3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
333 us 1 pron.我们

334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35 video 1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336 views 1 [v'juːz] n. 见解 名词view的复数形式.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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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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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0 watchers 1 n.观看的人，观察的人( watcher的名词复数 )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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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343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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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wealth 1 [welθ] n.财富；大量；富有

345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346 welcom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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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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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48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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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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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white 4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351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352 widely 1 ['waidli] adv.广泛地

353 wider 1 [waɪdə] adj. 更宽的；更广阔的

354 wildlife 1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355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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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358 women 2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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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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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1 workforce 2 ['wə:kfɔ:s] n.劳动力；工人总数，职工总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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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Writings 1 ['raitiŋz] n.作品，篇章（writing的复数形式）

364 wrongs 1 英 [rɒŋ] 美 [rɔː ŋ] adj. 错误的；有毛病的；不适当的；不道德的 adv. 错误地 n. 不义行为；坏事；犯罪；欺骗；错误；不
公正 v. 冤枉；不公正地对待

365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66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67 yearly 1 ['jə:li, 'jiə-] adj.每年的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 n.年刊；年鉴

368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69 York 3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370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71 younger 1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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