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8-01 [Education Report] Howard University in Spotlight with
Recent Hires, VP Harri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5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4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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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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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3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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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Howard 30 ['hauəd] n.霍华德（男子名）

6 of 2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7 is 1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as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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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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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t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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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 school 1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13 or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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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black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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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students 10 [st'juːdnts] 学生

16 abou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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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 9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8 who 9 pron.谁；什么人

19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0 h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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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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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niversity 8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4 b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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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on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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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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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s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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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 something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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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year 7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0 college 6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31 graduate 6 ['grædʒuət, -eit, 'grædjueit, -dʒu-] vt.授予…学位；分等级；标上刻度 vi.毕业；渐变 n.研究生；毕业生 adj.毕业的；研究生的

32 ha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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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jus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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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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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student 6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36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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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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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 be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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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Harris 5 ['hæris] n.哈里斯（英国苏格兰一地区）；哈里斯（姓氏）

39 hbcus 5 美国的黑人院校

40 many 5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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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person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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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universities 5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 rːsəti] n. 大学

44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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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you 5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46 basketball 4 ['bɑ:skitbɔ:l, 'bæs-] n.篮球；篮球运动

47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48 experience 4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49 go 4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50 his 4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51 its 4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52 mo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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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mo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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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suppor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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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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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7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58 became 3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59 boseman 3 n. 博斯曼

60 buzz 3 vt.使嗡嗡叫；暗中散布 vi.作嗡嗡声；东奔西忙 n.嗡嗡声 n.网络口碑（消费者或网民对于品牌、产品等广告主在乎的事情
在网上发出的各种声音） n.(Buzz)人名；(英)巴兹

61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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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63 drawing 3 ['drɔ:iŋ] n.图画；牵引；素描术 v.绘画；吸引（draw的ing形式）；拖曳

64 excited 3 [ik'saitid] adj.兴奋的；激动的；活跃的 v.激动；唤起（excite的过去分词）

65 go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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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hannah 3 ['hænə] n.汉娜（女子名）

67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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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Jones 3 [dʒəunz] n.琼斯（姓氏）

69 known 3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70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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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long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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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2 lo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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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milli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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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money 3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75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76 plac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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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president 3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78 Rashad 3 拉沙德 n.(Rashad)人名；(英、阿富、伊朗、阿拉伯)拉沙德

79 receiv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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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0 recent 3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81 Rhone 3 [rəun] n.罗纳河

82 teams 3 [tiː m] n. 队；组 v. 使相配；使合作；结成一队 adj. 团队的

83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84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85 three 3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86 ve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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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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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won 3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89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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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able 2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92 academic 2 [,ækə'demik] adj.学术的；理论的；学院的 n.大学生，大学教师；学者

93 accept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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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4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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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americans 2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97 arts 2 [a:ts] n.文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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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100 cancer 2 ['kænsə] n.癌症；恶性肿瘤

101 centers 2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102 choice 2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103 Coates 2 n.科茨（姓氏）；高氏（涂料公司名）

104 colleges 2 ['kɒlɪdʒɪz] 高校

105 computer 2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106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107 degree 2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
108 destination 2 [,desti'neiʃən] n.目的地，终点

109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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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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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education 2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112 engineering 2 [,endʒi'niəriŋ] n.工程，工程学 v.设计；管理（engineer的ing形式）；建造

113 etc 2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14 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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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famous 2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116 fantastic 2 adj.奇异的；空想的；异想天开的；古怪的；极好的，极出色的；不可思议的；不切实际的 n.古怪的人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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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focus 2 ['fəukəs] n.焦点；中心；清晰；焦距 vt.使集中；使聚焦 vi.集中；聚焦；调节焦距 n.(Focus)人名；(瑞典)福库斯

119 former 2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120 Frederick 2 ['fredrik] n.弗雷德里克（男子名）

121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122 Georgia 2 ['dʒɔ:dʒjə] n.乔治亚州；格鲁吉亚（前苏联加盟共和国）；乔治娅（女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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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3 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124 give 2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125 graduated 2 ['grædjueitid, -dʒu-] adj.累进的；分等级的；毕了业的；为毕业生设立的 v.使毕业；毕业（graduate的过去分词）；
使…升级

126 gre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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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grew 2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
128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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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9 happen 2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30 hires 2 v.聘用；出租（hire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租金；租用；新雇用者（hire的复数） n.(Hires)人名；(匈)希赖什；(英)海尔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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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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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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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36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37 knows 2 英 [nəʊ] 美 [noʊ] v. 了解；知道；认识 n. 知情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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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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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leadership 2 ['li:dəʃip] n.领导能力；领导阶层

141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42 Marshall 2 ['mɑ:ʃəl] n.马歇尔（姓氏，男子名，等于Mar'shal）

143 met 2 [met] v.遇见（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et)人名；(瑞典)梅特

144 Morrison 2 ['mɔrisn] n.莫里森（姓氏）

145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46 Nepal 2 [ni'pɔ:l; -'pɑ:l] n.尼泊尔（亚洲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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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pl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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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players 2 n.队员，参与者；玩家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；迷你音碟机，雷射唱盘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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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professors 2 [prə'fesəz] 大学教授

152 provost 2 ['prɔvəst, 'prəuvəust, 'prəuvəu, prəu'vəu] n.教务长；院长；监狱看守 n.(Provost)人名；(英)普罗沃斯特；(法)普罗沃

153 ran 2 [ræn] v.跑（run的过去式） n.(Ran)人名；(俄、瑞典、塞)拉恩；(柬)兰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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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receive 2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156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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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人名；(英)赖特

158 Scott 2 [skɔt] n.斯科特（男子名）

159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160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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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start 2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162 started 2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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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stud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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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subject 2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
166 ta 2 [tɑ:] abbr.助教（teachingassistant）；正切角（TangentAngle）；顶部攻击（TopAttack）；技术援助（technicalassistance）；
公差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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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 teach 2 [ti:tʃ] vt.教；教授；教导 vi.教授；讲授；当老师 n.(Teach)人名；(英)蒂奇

168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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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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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toni 2 ['təuni] n.托妮（女子名）

172 tuition 2 [tju:'iʃən] n.学费；讲授

173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74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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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vi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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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wanted 2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177 w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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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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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word 2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
181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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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actors 1 ['æktəz] n.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.

184 actual 1 ['æktʃuəl] adj.真实的，实际的；现行的，目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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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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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188 aggressive 1 [ə'gresiv] adj.侵略性的；好斗的；有进取心的；有闯劲的

189 Alabama 1 [,ælə'bæmə] n.阿拉巴马州（美国州名）

190 allow 1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
191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192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193 amazon 1 ['æməzɔn] 亚马逊；古希腊女战士

194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95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96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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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Anthony 1 ['æntəni] n.安东尼（人名）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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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assure 1 [ə'ʃuə] vt.保证；担保；使确信；弄清楚

201 Atlanta 1 [ət'læntə] n.亚特兰大（美国城市）

202 attorney 1 n.律师；代理人；检察官

203 August 1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204 Australia 1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205 award 1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206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07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20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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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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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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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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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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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bezos 1 n. 贝索斯

214 boo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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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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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breakthrough 1 ['breikθru:] n.突破；突破性进展

217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218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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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221 calls 1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222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223 capable 1 ['keipəbl] adj.能干的，能胜任的；有才华的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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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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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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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Chadwick 1 ['tʃædwik] n.查德威克（姓氏）

228 chemical 1 ['kemikəl] n.化学制品，化学药品 adj.化学的

229 choosing 1 v.选择；决定（choose的ing形式）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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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claire 1 [klεə] n.克莱儿（女子名）

232 Colorado 1 [,kʌlə'rɑ:dəu] n.（美）科罗拉多；（美）科罗拉多河

233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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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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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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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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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continuing 1 [kən'tɪnjuɪŋ] adj. 连续的；持续的；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.

239 cosby 1 科斯比（英国）

240 council 1 ['kaunsəl] n.委员会；会议；理事会；地方议会；顾问班子 n.(Council)人名；(英)康斯尔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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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court 1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(法)库尔

243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244 creation 1 [kri:'eiʃən] n.创造，创作；创作物，产物

245 creator 1 [kri'eitə] n.创造者；创建者

246 curry 1 vt.用咖喱烧，给…加咖喱粉；梳刷；鞭打 n.咖哩粉，咖喱；咖哩饭菜

247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248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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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diploma 1 [di'pləumə] n.毕业证书，学位证书；公文，文书；奖状 vt.发给…毕业文凭

251 direct 1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关系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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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donation 1 [dəu'neiʃən] n.捐款，捐赠物；捐赠

254 donations 1 [dəʊ'neɪʃnz] 募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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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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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6 dr 1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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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earned 1 ['ɜːnd] adj. 挣得的；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59 ed 1 [ed] abbr.Edmund，Edward，Edwin等的昵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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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educated 1 ['edju:keitid] adj.受过教育的；有教养的 v.训练；教导；培育（educat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262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263 endow 1 [in'dau] vt.赋予；捐赠；天生具有

264 endowed 1 [[ɪn'daʊ] adj. 赋有的；天生具有的 动词end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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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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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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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269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270 exceptional 1 [ik'sepʃənəl] adj.异常的，例外的 n.超常的学生

271 exist 1 [ig'zist] vi.存在；生存；生活；继续存在

272 external 1 [ik'stə:nəl] adj.外部的；表面的；[药]外用的；外国的；外面的 n.外部；外观；外面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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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factor 1 ['fæktə] n.因素；要素；[物]因数；代理人 vi.做代理商 vt.把…作为因素计入；代理经营；把…分解成 n.(Factor)人名；
(英)法克特

275 factors 1 英 ['fæktə(r)] 美 ['fæktər] n. 因素；因数；因子 vt. 把 ... 因素包括进去 vi. 作为因素

276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277 final 1 ['fainl] adj.最终的；决定性的；不可更改的 n.决赛；期末考试；当日报纸的末版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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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fine 1 [fain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细小的，精美的；健康的；晴朗的 n.罚款 vt.罚款；澄清 adv.很好地；精巧地 n.(Fine)人名；(意)
菲内；(英)法恩

280 fitting 1 ['fitiŋ] n.装配，装置；试穿，试衣 adj.适合的，适宜的；相称的 n.(Fitting)人名；(英、德)菲廷

281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282 focusing 1 英 ['fəʊkəsɪŋ] 美 ['foʊkəsɪŋ] n. 聚焦；调焦 动词focus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83 football 1 ['fut,bɔ:l] n.足球，橄榄球 vi.踢足球；打橄榄球

284 foundations 1 [fɑʊn'deɪʃəns] n. 地基 名词foundation的复数形式.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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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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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friendships 1 [f'rendʃɪps] n. 友谊（名词friendship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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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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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91 gift 1 [gift] n.礼物；天赋；赠品 vt.赋予；向…赠送 n.(Gift)人名；(英)吉夫特

292 golf 1 [gɔlf] n.高尔夫球；高尔夫球运动 vi.打高尔夫球 n.(Golf)人名；(西、挪)戈尔夫

293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294 graduates 1 ['ɡrædʒuət] n. 毕业生 vt. 毕业；标以刻度；定等级 vi. 毕业；获学位；逐渐变得 adj. 毕业的；获得学位的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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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297 Harvard 1 ['hɑ:vəd] n.哈佛大学；哈佛大学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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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hbcu 1 [hb'kʊ] 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and universities 有不光彩历史的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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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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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2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303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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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Hollywood 1 ['hɔliwud] n.好莱坞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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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Hopkins 1 ['hɔpkinz] n.霍普金（姓氏）

308 hospital 1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309 house 1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310 huxtable 1 n. 赫克斯特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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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improvement 1 n.改进，改善；提高

313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314 increasingly 1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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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inside 1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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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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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institutions 1 [ɪnstɪt'ju ʃːnz] n. 体系 名词institution的复数.

319 intelligent 1 [in'telidʒent] adj.智能的；聪明的；理解力强的

320 interested 1 ['intristid, 'intər-] adj.感兴趣的；有权益的；有成见的 v.使…感兴趣（interest的过去分词）

321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322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323 jeff 1 [dʒef] n.杰夫（男子名，等于Jeffrey）

324 Johns 1 [dʒɔnz] n.约翰斯（姓氏）

325 Johnson 1 ['dʒɔnsən] n.约翰逊（姓氏）

326 join 1 [dʒɔin] vt.参加；结合；连接 vi.加入；参加；结合 n.结合；连接；接合点 n.(Join)人名；(法)茹安

327 joining 1 ['dʒɔiniŋ] n.连接；接缝；连接物

328 Jonathan 1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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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331 justic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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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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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Kentucky 1 [ken'tʌki; kən-] n.肯塔基州

334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35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336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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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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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law 1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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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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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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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3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344 lifelong 1 ['laiflɔŋ] adj.终身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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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5 li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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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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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Mackenzie 1 [mə'kenzi] n.麦肯齐河（又译“马更些河”，加拿大西北部河流）；麦肯齐区（又译“马更些区”，加拿大西北部的小
区）；麦肯齐氏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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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majors 1 英 ['meɪdʒə(r)] 美 ['meɪdʒər] adj. 较多的；主要的；严重的；(音乐)大调的 n. 成年人；主修（科目）；陆军少校；举足轻重
者 v. 主修
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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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maker 1 ['meikə] n.制造者；造物主；出期票人 n.(Maker)人名；(英)马克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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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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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355 medicine 1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356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357 Memphis 1 ['memfis] n.孟斐斯（古埃及城市，废墟在今开罗之南）；孟菲斯市（美国田纳西州城市名）

358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
359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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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mouth 1 [mauθ] n.口，嘴；河口 vt.做作地说，装腔作势地说；喃喃地说出 vi.装腔作势说话

362 moves 1 [muːv] n.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.

363 movies 1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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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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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NBA 1 [ˌenbiː 'eɪ] abbr. 窄带分配（=Narrow-Band Allocation） abbr. 美国职业篮球联赛(=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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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369 Nobel 1 [nəu'bel] n.诺贝尔（瑞典化学家及发明家，发明炸药，创设诺贝奖）；诺贝尔（姓氏）

370 oath 1 [əuθ] n.誓言，誓约；诅咒，咒骂

371 observed 1 [əb'zɜːvd] adj. 被观察的，被观测的 v. 观察，观测（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,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）

372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373 offices 1 办公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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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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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ord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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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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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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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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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383 panther 1 ['pænθə] n.豹；黑豹；美洲豹 n.(Panther)人名；(英)潘瑟

384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3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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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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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passing 1 ['pɑ:siŋ, 'pæs-] adj.经过的；目前的；及格的；短暂的 n.经过；及格；流逝；去世 adv.非常 v.通过；及格；许可；传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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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pass的ing形式） n.(Passing)人名；(德)帕辛

388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389 perhaps 1 adv.或许；（表示不确定）也许；（用于粗略的估计）或许；（表示勉强同意或其实不赞成）也许；可能 n.假定；
猜想；未定之事

390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391 player 1 n.运动员，比赛者；游戏者，做游戏的人；演奏者，表演者；演员；播放器

3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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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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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politics 1 ['pɔlitiks] n.政治，政治学；政治活动；政纲

395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396 positi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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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positions 1 [pə'ziʃənz] n.[水运]位置（position的复数）；定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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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400 projec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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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proof 1 [pru:f] n.证明；证据；校样；考验；验证；试验 adj.防…的；不能透入的；证明用的；耐…的 vt.试验；校对；使不被穿
透

402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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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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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qualified 1 ['kwɔlifaid] adj.合格的；有资格的 v.限制（qualify的过去分词）；描述；授权予

4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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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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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rated 1 ['reɪtɪd] adj. 额定的 动词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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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411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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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414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415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416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417 role 1 [rəul] n.角色；任务 n.(Ro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赤几)罗莱

418 roles 1 ['rəʊlz] n. 角色（名词role的复数形式）

4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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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21 scholar 1 ['skɔlə] n.学者；奖学金获得者

422 scholars 1 [s'kɒləz] n. 学者；专家；士人；学生 名词scholar的复数形式.

423 scholarship 1 ['skɔləʃip] n.奖学金；学识，学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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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5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426 second 1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4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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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senator 1 ['senətə] n.参议员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议员；评议员，理事 n.(Senator)人名；(瑞典、斯威)塞纳托尔

429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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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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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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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

432 signaled 1 ['sɪɡnəl] n. 信号；标志 v. (发信号)通知、表示 adj. 显著的

433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4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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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5 socially 1 ['səuʃəli] adv.在社会上；在社交方面；善于交际地

436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437 specific 1 [spi'sifik] adj.特殊的，特定的；明确的；详细的；[药]具有特效的 n.特性；细节；特效药

438 sports 1 n.运动；运动会（sport的复数）；（报纸）体育版面；突变；娱乐 adj.运动的；适用于运动的 v.娱乐；戏弄（sport的
第三人称单数）

439 spotlight 1 n.聚光灯；反光灯；公众注意的中心 vt.聚光照明；使公众注意 n.（Spotlight）聚焦

440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441 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442 star 1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443 starred 1 [stɑ:d] adj.担任主角的；用星装饰的；用星号标明的；受命运支配的 v.使担任主角（star的过去式）；用星（形物）装
饰

4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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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steph 1 Stephen 斯蒂芬

446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447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448 strongest 1 英 [strɒŋɡɪst] 美 [strɔː ŋɡɪst] adj. 最强壮的 形容词strong的最高级.

449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450 successful 1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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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2 Sudan 1 [su:'dæn] n.苏丹（非洲国家）

453 supreme 1 [sju'pri:m, sə-] adj.最高的；至高的；最重要的 n.至高；霸权

454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455 surgeon 1 ['sə:dʒən] n.外科医生 n.(Surgeon)人名；(法)叙尔容

456 surprisingly 1 adv.惊人地；出人意料地

457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458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4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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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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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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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2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463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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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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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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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terms 1 [tə:mz] n.地位，关系；[法]条款；术语；措辞；价钱（term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称为（term的三单形式）

468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469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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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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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2 thinkers 1 ['θɪŋkəz] 思考者

4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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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74 thurgood 1 n. 瑟古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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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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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6 tolerate 1 ['tɔləreit] vt.忍受；默许；宽恕

477 tolerated 1 英 ['tɒləreɪt] 美 ['tɑ lːəreɪt] vt. 容许；忍受；容忍

478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4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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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0 twitter 1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
481 UCLA 1 abbr. (美国)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(=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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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3 unpleasant 1 [,ʌn'plezənt] adj.讨厌的；使人不愉快的

484 us 1 pron.我们

485 useful 1 ['ju:sful] adj.有用的，有益的；有帮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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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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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8 VP 1 [ˌviː 'piː ] abbr. 副总统(=Vice President) abbr. 动词短语(=Verb Phrase)

489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4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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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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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2 Wayne 1 ['wein] n.韦恩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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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welcome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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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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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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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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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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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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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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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1 wife 1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
502 winner 1 ['winə] n.胜利者 n.(Winn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纳

5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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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04 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05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506 worrying 1 ['wʌriiŋ, -'wə:-] adj.令人担心的；烦恼的 v.担心（worry的ing形式）

507 writers 1 ['raɪtəz] 作家

508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509 Yale 1 [jeil] n.耶鲁（男子名）；（美）耶鲁大学；耶鲁弹簧锁（等于Yalelock）

510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5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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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http://www.voase.cn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