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0-20 [Education Report] Study Says Undocumented Students
Need More Help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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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bout 2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3 access 1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
4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5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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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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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fghans 1 n. 阿富汗人

9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扬
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10 aid 1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
11 alejandro 1 n. 亚历杭德罗

12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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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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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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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6 an 8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7 and 1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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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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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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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22 asylum 3 [ə'sailəm] n.庇护；收容所，救济院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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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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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barriers 2 ['bæriəz] 障碍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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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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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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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0 betsy 1 ['betsi] n.手枪；火器

31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32 border 2 ['bɔ:də] n.边境；边界；国界 vt.接近；与…接壤；在…上镶边 vi.接界；近似 n.(Border)人名；(英)博德

33 bo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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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ut 4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
35 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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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California 3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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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cardona 2 n. 卡多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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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40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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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hallenges 1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
43 children 3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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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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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47 congress 2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
48 considering 1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
49 contrast 1 [kən'trɑ:st, -'træst, 'kɔntrɑ:st, -træst] vi.对比；形成对照 vt.使对比；使与…对照 n.对比；差别；对照物

50 corporation 1 n.公司；法人（团体）；社团；市政当局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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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ulture 1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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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decide 1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55 devos 1 n. 德沃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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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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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difficulties 1 ['dɪfɪkəlti] n. 困难；争议；麻烦

59 district 1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60 districts 9 ['dɪstrɪkt] n. 地区；行政区 vt. 把 ... 划分成区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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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documented 1 ['dɒkjʊməntɪd] adj. 备有证明文件的；有执照的 动词docum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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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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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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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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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8 education 13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69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70 EL 1 [el] abbr.预期损失（ExpectedLoss）

71 emotional 2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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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enroll 1 [in'rəul] vt.登记；使加入；把...记入名册；使入伍 vi.参加；登记；注册；记入名册

74 enrolled 1 [en'rəʊld] adj. 登记的 动词enroll的过去式过去分词.

75 enrollment 2 [in'rəulmənt] n.登记；入伍

76 enter 2 ['entə] vt.进入；开始；参加 vi.参加，登场；进去 n.[计]输入；回车 n.(Enter)人名；(英)恩特

77 entering 1 ['entəriŋ] v.进入（enter的ing形式）；录入；键入

78 estimates 2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79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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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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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83 experienced 2 [ik'spiəriənst] adj.老练的，熟练的；富有经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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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fac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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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faced 2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86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87 Federal 1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88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89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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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focused 1 英 ['fəʊkəst] 美 ['foʊkəst] adj. 聚焦的；集中的 动词focu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92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93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94 formal 2 ['fɔ:məl] adj.正式的；拘谨的；有条理的 n.正式的社交活动；夜礼服 n.(Formal)人名；(法)福马尔

95 form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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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97 foundation 1 [faun'deiʃən] n.基础；地基；基金会；根据；创立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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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funding 2 ['fʌndiŋ] n.提供资金；用发行长期债券的方法来收回短期债券 v.提供资金；积存（fund的ing形式）

100 Georgia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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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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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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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gre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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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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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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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guaranteed 1 ['gærən'tiː d] adj. 保证的；担保的 动词guarante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7 guarantees 1 [ˌɡærən'tiː ] n. 保证；保证书；担保；担保人；抵押品 vt. 保证；担保

108 Guatemala 1 [,gwæti'mɑ:lə] n.危地马拉（拉丁美洲国家）；危地马拉人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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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0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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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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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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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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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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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17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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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19 hired 1 [haird] v.雇用（hire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形式）；租用

120 homeland 1 ['həumlænd] n.祖国；故乡

121 Honduras 1 [hɔn'djuərəs] n.洪都拉斯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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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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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immigrants 5 ['ɪmɪɡrənts] n. 移民；他国移入的动植物 名词immigrant的复数形式.

125 immigration 3 [,imi'greiʃən] n.外来移民；移居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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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7 increa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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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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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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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interact 2 [,intə'rækt] vt.互相影响；互相作用 vi.互相影响；互相作用 n.幕间剧；幕间休息

131 interacted 1 [ˌɪntər'ækt] vi. 相互作用；相互联系；相互影响；互动

132 interview 1 ['intəvju:] n.接见，采访；面试，面谈 vt.采访；接见；对…进行面谈；对某人进行面试

133 is 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4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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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Jefferson 1 ['dʒefəsn] n.杰弗逊（姓氏）

136 jersey 1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
137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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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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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kids 1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
141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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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language 2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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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46 la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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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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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149 legally 1 ['li:gəli] adv.合法地；法律上

150 leslie 1 ['lesli:; 'lez] n.莱斯利（男子名）

151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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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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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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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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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long 1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158 Louisiana 2 [lu:,i:zi'ænə] n.美国路易斯安那州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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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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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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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meaning 1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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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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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166 mental 2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167 Mexico 1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168 migrants 1 ['maɪɡrənts] 移民

169 Miguel 1 [mi'gel] n.米格尔（男子名）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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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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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)莫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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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173 need 4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74 needed 2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75 nee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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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6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177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78 newsweek 1 [nju:zwi:k] n.新闻周刊（美国一杂志）

179 nonprofit 1 adj.非盈利的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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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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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note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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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3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184 numb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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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186 Oakland 1 ['əuklənd] n.奥克兰（美国加州西部城市）

187 obligation 2 [,ɔbli'geiʃən] n.义务；职责；债务

188 of 1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89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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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92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93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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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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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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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197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98 parish 1 ['pæriʃ] n.教区 地方行政区

199 participant 1 [pɑ:'tisipənt] adj.参与的；有关系的 n.参与者；关系者

200 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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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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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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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points 1 [英[pɒɪnts] 美[pɔints]] n.点；目的（point的复数）；见解 v.指引；瞄准（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oints)人名；(英)波因
茨

204 population 2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205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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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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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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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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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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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rand 4 [rænd] n.兰特（南非的货币单位）；边缘；垫皮，衬底（鞋后根与鞋底中间的） n.(R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瑞典)兰德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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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214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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尔

215 refugee 1 [,refju'dʒi:, 'refjudʒi:] n.难民，避难者；流亡者，逃亡者

216 refugees 2 难民

217 remained 1 [rɪ'meɪn] v. 剩余；逗留；留下；依然；保持 n. 剩余物；遗迹；残骸

218 rep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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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
220 research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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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21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222 researchers 3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223 resettle 1 [ri:'setl] vi.重新定居 vt.使重新定居

224 resources 1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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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227 rule 1 [ru:l] vi.统治；管辖；裁定 n.统治；规则 vt.统治；规定；管理；裁决；支配 n.(Rule)人名；(英)鲁尔；(塞)鲁莱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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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Salvador 1 ['sælvədɔ:] n.萨尔瓦多（巴西东部港市）

230 same 2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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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say 1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233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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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schools 2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36 secretary 3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
237 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238 seeking 4 [siː 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
239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240 serve 1 [sə:v] vt.招待，供应；为…服务；对…有用；可作…用 vi.服役，服务；适合，足够；发球；招待，侍候 n.发球，轮到发
球 n.(Serve)人名；(法)塞尔夫

241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242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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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shand 1 n. 尚德

245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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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6 shelter 1 ['ʃeltə] n.庇护；避难所；遮盖物 vt.保护；使掩蔽 vi.躲避，避难 n.(Shelter)人名；(英)谢尔特

247 shock 1 [ʃɔk] n.休克；震惊；震动；打击；禾束堆 vt.使休克；使震惊；使震动；使受电击；把…堆成禾束堆 vi.感到震惊；受到
震动；堆成禾束堆 adj.浓密的；蓬乱的 n.(Shock)人名；(英)肖克

248 shortages 1 ['ʃɔː tɪdʒɪz] 缺陷

249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250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251 slowed 1 英 [sləʊ] 美 [sloʊ] adj. 慢的 adv. 慢慢地 v. 放慢；减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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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som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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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55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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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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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sort 1 [sɔ:t] n.种类；方式；品质 vi.分类；协调；交往 vt.将…分类；将…排序；挑选出某物

257 southern 2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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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States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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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status 1 n.地位；状态；情形；重要身份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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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student 1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263 students 16 [st'juːdnts] 学生

264 study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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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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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supports 2 [sə'pɔː ts] n. 支持

267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68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69 teacher 2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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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testified 1 ['testɪfaɪ] v. 作证；证明；声明

272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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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that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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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the 3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76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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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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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79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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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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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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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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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to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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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5 together 2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286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87 track 1 [træk] n.轨道；足迹，踪迹；小道 vt.追踪；通过；循路而行；用纤拉 vi.追踪；走；留下足迹

288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289 trauma 3 ['trɔ:mə; 'trau-] n.[外科]创伤（由心理创伤造成精神上的异常）；外伤 n.(Trauma)人名；(西)特劳马

290 tuition 1 [tju:'iʃən] n.学费；讲授

291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92 undocumented 12 [,ʌn'dɔkjumentid] adj.无事实证明的；无正式文件的

293 unified 1 ['juːnɪfaɪd] adj. 统一的 动词un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94 united 3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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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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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unprecedented 1 [,ʌn'presidəntid] adj.空前的；无前例的

298 usually 2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99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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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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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1 villegas 2 比列加斯

302 Virginia 1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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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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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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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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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went 2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309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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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whe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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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whether 2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313 whi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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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315 with 8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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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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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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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9 worker 1 ['wə:kə] n.工人；劳动者；职蚁 n.(Worker)人名；(英)沃克

320 workers 2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321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22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23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324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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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