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1-03 [Education Report] US Schools Debate Gifted and
Talented Program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 ab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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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bolish 1 [ə'bɔliʃ] vt.废除，废止；取消，革除

4 abolished 1 英 [ə'bɒlɪʃ] 美 [ə'bɑ lːɪʃ] vt. 废除；革除；消灭

5 Adams 1 ['ædəmz] n.亚当斯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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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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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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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dj 5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10 admit 1 [əd'mit] vt.承认；准许进入；可容纳 vi.承认；容许

11 admitted 1 [əd'mitid] adj.公认的；被承认了的 v.承认（admit的过去分词）

12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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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im 1 vt.目的在于；引导；把…对准 vi.打算；对准目标；瞄准 n.目的；目标；对准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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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7 American 3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8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9 and 2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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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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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pproved 1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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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25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6 a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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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sian 1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
28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29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0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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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 attend 1 [ə'tend] vt.出席；上（大学等）；照料；招待；陪伴 vi.出席；致力于；照料；照顾

32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33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34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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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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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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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egin 1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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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42 bill 1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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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black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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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
45 blasio 1 n. 布拉西奥

46 bobby 1 ['bɔbi] n.警察 n.(Bobby)人名；(英)博比

47 Boston 2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
48 burn 1 [bə:n] vt.燃烧；烧毁，灼伤；激起…的愤怒 vi.燃烧；烧毁；发热 n.灼伤，烧伤；烙印 n.(Burn)人名；(英)伯恩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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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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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
52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53 changes 2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54 child 1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55 children 2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56 city 5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57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58 committee 1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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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61 compete 1 [kəm'pi:t] vi.竞争；比赛；对抗

62 completely 2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63 compromise 1 ['kɔmprəmaiz] vt.妥协；危害 vi.妥协；让步 n.妥协，和解；折衷

64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
65 considered 2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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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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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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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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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72 cuts 1 [kʌts] n.切口；（分摊到的）份额；近路（cut的复数） v.剪（cu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[机]切割；砍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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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75 de 1 [di:] abbr.判定元件（DecisionElement） n.(De)人名；(朝)大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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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debate 3 [di'beit] vt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vi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n.辩论；辩论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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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demanding 1 [di'mɑ:ndiŋ] adj.苛求的；要求高的；吃力的 v.要求；查问（demand的ing形式）

80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81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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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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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85 disproportionate 1 [disprə'pɔ:ʃənət] adj.不成比例的 不成比例地

86 disproportionately 1 [ˌdɪsprə'pɔː ʃənətli] adv. 不成比例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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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diverse 2 [dai'və:s, di-] adj.不同的；多种多样的；变化多的

88 do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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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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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91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92 d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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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drew 1 [dru:] v.牵引（draw的过去式）；描绘；起草 n.(Drew)人名；(英)德鲁

94 driving 1 ['draiviŋ] adj.强劲的；推进的；精力旺盛的 n.驾驶；操纵 v.驾驶（drive的ing形式）

95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96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97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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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education 4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100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01 end 7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102 ending 1 ['endiŋ] n.结局；结尾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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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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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en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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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entrance 1 ['entrəns] n.入口；进入 vt.使出神，使入迷

107 equity 2 ['ekwəti] n.公平，公正；衡平法；普通股；抵押资产的净值

108 eric 1 埃里克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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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etc 2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11 exam 2 [ig'zæm] n.考试；测验

112 exclusionary 1 [ik'sklu:ʒənri] adj.排他的

113 exclusive 1 [ik'sklu:siv] adj.独有的；排外的；专一的 n.独家新闻；独家经营的项目；排外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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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expand 1 [ik'spænd] vt.扩张；使膨胀；详述 vi.发展；张开，展开

116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117 fair 1 [fεə] adj.公平的；美丽的，白皙的；[气象]晴朗的 adv.公平地；直接地；清楚地 vi.转晴 n.展览会；市集；美人 n.(Fair)人
名；(英、芬)费尔

118 Fairfax 1 ['fεəfæks] n.费尔法克斯郡（位于弗吉尼亚州的东北部）；费尔法克斯（男子名、姓氏）；费尔法克斯（澳大利亚报纸
名）

119 fairness 1 ['fεənis] n.公平；美好；清晰；顺利性

120 families 3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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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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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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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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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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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fix 1 [fiks] vt.使固定；修理；安装；准备 vi.固定；注视 n.困境；方位；贿赂 n.(Fix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瑞典)菲克斯

129 floyd 1 [flɔid] n.弗洛伊德（男子名）

130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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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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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forward 1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
134 found 4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35 Francisco 1 [fræn'siskəu] n.弗朗西斯科（男子名，等于Francis）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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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gentry 4 ['dʒentri] n.人们（多用贬义）；贵族们；（英）上流社会人士 n.(Gentry)人名；(英)金特里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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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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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141 gifted 17 ['giftid] adj.有天赋的；有才华的 v.给予（gift的过去分词）

142 g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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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3 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
144 gree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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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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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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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148 guarantee 1 [,gærən'ti:] n.保证；担保；保证人；保证书；抵押品 vt.保证；担保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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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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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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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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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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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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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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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heated 1 ['hi:tid] adj.热的；激昂的；激动的 v.加热；使兴奋（heat的过去分词）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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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hig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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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hispanic 1 [hi'spænik] adj.西班牙的

160 identified 3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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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in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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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3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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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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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Indiana 1 [,indi'ænə] n.印第安纳州（美国中部的州）

167 inequities 3 [ɪ'nekwɪtɪz] n. 不公平待遇 名词inequity的复数.

168 inequity 1 [in'ekwəti] n.不公平，不公正

169 inherent 1 [in'hiərənt] adj.固有的；内在的；与生俱来的，遗传的

170 inherently 1 [in'hiərəntli] adv.内在地；固有地；天性地

171 input 1 ['input] n.投入；输入电路 vt.[自][电子]输入；将…输入电脑

172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173 instruction 2 [in'strʌkʃən] n.指令，命令；指示；教导；用法说明

174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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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 i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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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its 5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77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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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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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9 kee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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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
181 killing 1 ['kiliŋ] adj.杀害的；迷人的；使人筋疲力尽的 n.杀戮；谋杀；猎获物 v.杀死；消磨；毁掉（kill的ing形式） n.(Killing)人
名；(德)基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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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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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lar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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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86 l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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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Latino 1 [lə'ti:nəu] adj.拉丁美洲的；拉丁美洲人的 n.拉丁美洲人 n.(Latino)人名；(意、葡)拉蒂诺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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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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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190 learners 1 ['lɜːnəz] 学习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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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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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legal 1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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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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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198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199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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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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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marcia 1 ['mɑ:sjə] n.玛西亚（拉丁女战神）

203 Massachusetts 1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
204 mayor 3 ['mεə] n.市长 n.(Mayor)人名；(英)梅厄；(法、西、俄)马约尔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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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06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207 mentality 2 [men'tæləti] n.心态；[心理]智力；精神力；头脑作用

208 mill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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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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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11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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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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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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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NAACP 1 [ˌendʌbəl̩ eɪsiː 'piː ] abbr.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(美国)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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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nationwide 1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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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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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20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221 no 1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222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23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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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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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227 of 2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28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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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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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officially 1 [ə'fiʃəli] adv.正式地；官方地；作为公务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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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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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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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onl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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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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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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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39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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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241 parents 4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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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44 percen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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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246 performing 1 [pə'fɔ:miŋ] adj.表演的；履行的 v.表演（perform的ing形式）；履行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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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placements 1 n.安置( placement的名词复数 ); 实习工作; 实习课; （对物件的）安置

249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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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52 poor 1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253 poorer 1 英 [pʊə(r)] 美 [pʊr] adj. 可怜的；贫穷的；低劣的 n. 穷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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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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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private 2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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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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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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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program 9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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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programs 14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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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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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punishes 1 ['pʌnɪʃ] vt. 惩罚；粗暴对待 vi. 处罚

265 purdue 2 n. 珀杜（美国大学名）

266 push 1 vt.推动，增加；对…施加压力，逼迫；按；说服 vi.推进；增加；努力争取 n.推，决心；大规模攻势；矢志的追求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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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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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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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racial 3 ['reiʃəl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271 racially 1 ['reiʃəli] adv.人种上；按人种

272 racist 1 ['reisist] n.种族主义者 种族主义的

273 reasonable 1 ['ri:zənəbl] adj.合理的，公道的；通情达理的

274 recent 3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75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76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277 relation 1 [ri'leiʃən] n.关系；叙述；故事；亲属关系

278 religions 1 [rɪ'lɪdʒənz] 宗教

279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280 replace 1 [ri'pleis] vt.取代，代替；替换，更换；归还，偿还；把…放回原处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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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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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84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285 resource 1 [ri'sɔ:s, -'zɔ:s, 'ri:s-, 'ri:z-] n.资源，财力；办法；智谋

286 rethinking 1 [ˌriː 'θɪŋk] v. 再想；再考虑 n. 再思考；反思

287 rita 1 ['ri:tə] n.丽塔（女子名）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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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San 1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
290 s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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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school 1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92 schools 10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93 score 1 [skɔ:] n.分数；二十；配乐；刻痕 vt.获得；评价；划线，刻划；把…记下 vi.得分；记分；刻痕 n.(Score)人名；(英)斯科
尔

294 scores 2 英 [skɔː (r)] 美 [skɔː ] vt. 得分；获胜；刻划；划线；批评；给 ... 谱曲 n. 得分；刻痕；二十；乐谱 vi. 得分；记分；得胜

295 Seattle 3 [si'ætl] n.西雅图（美国一港市）

296 segregation 3 [,segri'geiʃən] n.隔离，分离；种族隔离

297 selection 1 [si'lekʃən] n.选择，挑选；选集；精选品

298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
299 s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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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00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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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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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304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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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solution 1 [sə'lju:ʃən] n.解决方案；溶液；溶解；解答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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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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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something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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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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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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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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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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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students 13 [st'juːdnts] 学生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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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succeed 1 [sək'si:d] vi.成功；继承；继任；兴旺 vt.继承；接替；继…之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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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successful 2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
321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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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supporting 1 [sə'pɔ:tiŋ] adj.支持的；辅助性的；次要的 n.支持；支承面 v.支持；供养（support的ing形式）

324 system 4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25 systems 2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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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talented 13 ['tæləntid] adj.有才能的；多才的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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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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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tear 1 [tɛə,tiə] n.眼泪,（撕破的）洞或裂缝,撕扯 vt.撕掉,扯下,扰乱 vi.流泪,撕破 n.(Tear)人名；(英)蒂尔

331 test 4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332 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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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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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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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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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37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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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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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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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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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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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to 3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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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45 too 2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46 to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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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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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 treatment 1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348 tried 1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
349 try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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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51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352 unequal 1 [,ʌn'i:kwəl] adj.不平等的；不规则的；不胜任的 n.不等同的事物

353 unfair 1 [,ʌn'fεə] adj.不公平的，不公正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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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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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urban 1 ['ə:bən] adj.城市的；住在都市的 n.(Urban)人名；(西)乌尔万；(斯洛伐)乌尔班；(德、俄、罗、匈、塞、波、捷、瑞典、
意)乌尔班；(英)厄本；(法)于尔邦

357 urged 1 ['ɜːdʒd] v. 催促；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58 us 1 pron.我们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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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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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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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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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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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want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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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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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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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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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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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wealthier 1 ['welθi] adj. 富有的 n. 富人
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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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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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376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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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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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white 3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380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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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win 1 vt.赢得；在…中获胜 vi.赢；获胜；成功 n.赢；胜利 n.(Win)人名；(德、荷、缅)温；(英)温(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)

383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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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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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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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7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88 worries 1 ['wʌrɪs] n. 烦恼；令人担忧的事物 名词worry的复数形式.
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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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worsen 1 ['wəsən] vi.恶化；变得更坏；更坏 vt.使恶化；使变得更坏

391 worsening 1 ['wə:səniŋ] n.恶化；变坏 adj.日益恶化的 v.恶化（worsen的ing形式）；使变得更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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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2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93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94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95 York 2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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