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2-02 [As It Is] US States Drop Term 'Alien' for
Undocumented Immigrant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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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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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ting 1 ['æktiŋ] adj.代理的；装腔作势的 n.演技；演戏；假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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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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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cts 1 [ækts] abbr.声控遥测系统（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）；声控制与遥测系统（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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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9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0 agencies 1 ['eɪdʒənsi] n. 代理；代理处；政府机构

11 agency 3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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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lien 14 ['eiljən] adj.外国的；相异的，性质不同的；不相容的 n.外国人，外侨；外星人 vt.让渡，转让 n.(Alien)人名；(法)阿利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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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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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7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8 and 1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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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p 1 abbr.美国联合通讯社（AssociatedPress）；空气污染（AirPollution）；大气规划（AirProgram）；汇编程序
（AssemblyProgram） n.(Ap)人名；(中)鸭(广东话·威妥玛)

21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22 are 2 [强ɑ:, 弱ə] v.是（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） n.公亩 n.(Are)人名；(意、西、芬)阿雷

23 argued 1 英 ['ɑːɡju ]ː 美 ['ɑ rːɡju ]ː v. 说服；争论；辩论

24 as 6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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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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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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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anned 1 [bæn] v. 禁止；剥夺权利 n. 禁令；禁止

30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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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ehavior 1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
33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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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eliefs 1 n.信仰；信�（belief的复数）

36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37 belong 2 [bi'lɔŋ] vi.属于，应归入；居住；适宜；应被放置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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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ord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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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orn 1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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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42 buried 1 ['berid] adj.埋葬的；埋藏的 v.埋葬（bu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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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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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alifornia 2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46 calm 1 [kɑ:m, kɑ:lm] adj.静的，平静的；沉着的 vt.使平静；使镇定 vi.平静下来；镇定下来 n.风平浪静 n.(Calm)人名；(法、德)卡尔
姆

47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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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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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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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ertainly 1 ['sə:tənli] adv.当然；行（用于回答）；必定

52 change 5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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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4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55 citizen 2 ['sitizən] n.公民；市民；老百姓

56 citizens 2 ['sɪtɪzənz] 公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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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loradan 1 英 [ˌkɒlə'rɑːdəʊ] 美 [ˌkɑ lːə'rædoʊˌ -'rɑːdoʊ] n. 科罗拉多(州)[美国]

59 Colorado 4 [,kʌlə'rɑ:dəu] n.（美）科罗拉多；（美）科罗拉多河

60 combined 1 [kəm'baind] adj.结合的；[数]组合的 v.使结合；联合（combin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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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ommit 1 [kə'mit] vt.犯罪，做错事；把...交托给；指派…作战；使…承担义务

63 committee 1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64 communication 1 n.通讯，[通信]通信；交流；信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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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ongress 1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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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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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controlled 2 [kən'trəuld] adj.受控制的；受约束的；克制的 v.控制；约束（control的过去式）；指挥

70 controversial 2 [,kɔntrə'və:ʃəl] adj.有争议的；有争论的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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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crime 1 [kraim] n.罪行，犯罪；罪恶；犯罪活动 vt.控告……违反纪律

73 criminal 1 ['kriminəl] n.罪犯 adj.刑事的；犯罪的；罪恶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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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特

76 customs 1 ['kʌstəmz] n.海关；风俗（custom的复数）；习惯；关税

77 dates 1 [deɪt] n. 日期；年代；会晤时间；约会；约会对象；枣椰树；枣子 v. 给 ... 标明日期；确定年代；过时；显老；和 ... 约
会；追溯到

78 debate 1 [di'beit] vt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vi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n.辩论；辩论会

79 deeper 1 ['diː pə] adj. 更深 形容词deep的比较级形式.

80 dehumanizing 2 [ˌdiː 'hjuːmənaɪz] v. 使失去人性

81 democratic 2 [,demə'krætik,-kəl] adj.民主的；民主政治的；大众的

82 derogatory 2 [di'rɔgətəri] adj.贬损的

83 describe 3 [di'skraib] vt.描述，形容；描绘

84 descriptions 2 n. 摹状词；描述；种类，类型（名词description的复数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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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did 3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86 dignity 2 ['dignəti] n.尊严；高贵

87 disagreement 1 [,disə'gri:mənt] n.不一致；争论；意见不同

88 disapproval 1 [,disə'pru:vəl] n.不赞成；不喜欢

89 discussion 1 [dis'kʌʃən] n.讨论，议论

90 do 1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（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）；（代替动词）；（用于加强语气） vi.行，足够；生长 n.（英）多（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
称） n.（口语）事件；（主英国口语）诈骗；（主英国、新西兰口语）宴会；（口语）必须做到的事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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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93 drop 1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94 duty 1 ['dju:ti, 'du:-] n.责任；[税收]关税；职务 n.(Duty)人名；(英)迪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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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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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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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employees 1 [ˌemplɔɪ'iː 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
100 enacted 1 [ɪ'nækt] vt. 制定法律；扮演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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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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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even 1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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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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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famil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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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fearing 1 英 [fɪə(r)] 美 [fɪr] n. 担心；害怕；恐惧；【中药学】相畏 v. 害怕；担心；恐惧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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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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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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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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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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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for 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14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115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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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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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gonzales 2 n.冈萨雷斯（人名） 冈萨雷斯（地名，位于美国）

119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20 grew 1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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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harmful 1 ['hɑ:mful] adj.有害的；能造成损害的

123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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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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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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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he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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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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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28 h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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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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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31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132 identification 1 [ai,dentifi'keiʃən] n.鉴定，识别；认同；身份证明

133 illegal 7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
134 illegally 1 [i'li:gəli] adv.非法地

135 immigrant 2 ['imigrənt] adj.移民的；迁入的 n.移民，侨民

136 immigrants 4 ['ɪmɪɡrənts] n. 移民；他国移入的动植物 名词immigrant的复数形式.

137 immigration 1 [,imi'greiʃən] n.外来移民；移居

138 importance 1 [im'pɔ:təns] n.价值；重要；重大；傲慢

139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
140 in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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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1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142 inflation 1 [in'fleiʃən] n.膨胀；通货膨胀；夸张；自命不凡

143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44 instructed 1 [in'strʌktid] adj.受教育的；得到指示的 v.指示；教育（instruct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145 intentions 1 n. 《意图》；奥斯卡·王尔德(Oscar Wilde)著

146 interact 1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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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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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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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it 4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
性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.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，表示天气、时日、距离、状态、温度等等 abbr.信息技术
informationtechnology

151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52 julie 1 ['dʒu:li] n.朱莉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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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law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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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lawmaker 1 ['lɔ:,meikə] n.立法者

156 lawmakers 1 n.立法者(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)

157 laws 2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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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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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legally 1 ['li:gəli] adv.合法地；法律上

162 legislation 1 [,ledʒis'leiʃən] n.立法；法律

163 legislative 1 ['ledʒislətiv] adj.立法的；有立法权的 n.立法权；立法机构

164 legislators 1 ['ledʒɪsleɪtəz] 立法者

165 legislature 1 ['ledʒisleitʃə] n.立法机关；立法机构

166 legislatures 1 n.立法机关，立法团体( legislature的名词复数 )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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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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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liv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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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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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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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luz 1 路兹牌手表

172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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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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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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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matters 1 ['mætəz] n. 事情 名词matter的复数形式.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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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meant 2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180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181 Mexico 1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182 migrant 1 ['maigrənt] n.候鸟；移居者；随季节迁移的民工 adj.移居的；流浪的

183 migrants 1 ['maɪɡrənts] 移民

184 miller 1 ['milə] n.磨坊主；碾磨工；蛾 n.(Miller)人名；(西、葡)米列尔；(英、德、法、爱沙、芬、罗、瑞典、波)米勒

185 mission 2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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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mother 2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
188 moves 1 [muːv] n.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.

189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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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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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naturalization 3 [,nætʃərəlai'zeiʃən] n.归化，移入；移植

193 naumann 1 n. 瑙曼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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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196 noncitizen 3 [nɒn'sɪtɪzən] n. 非本国公民；外国人

197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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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objected 1 英 ['ɒbdʒɪkt] 美 ['ɑːbdʒekt] n. 物体；目标；对象；宾语 v. 反对；提出 ... 作为反对的理由

200 of 1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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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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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On 5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着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204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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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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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ordered 1 ['ɔ:dəd] adj.[数]有序的；整齐的；安排好的 v.命令；点餐（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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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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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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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passed 2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
212 patrol 1 [pə'trəul] n.巡逻；巡逻队；侦察队 vt.巡逻；巡查 vi.巡逻；巡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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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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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pl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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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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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斯

216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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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politicizing 1 [pə'lɪtɪsaɪz] vt. 使 ... 政治化

219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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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222 protecting 1 [prə'tektiŋ] adj.保护的；防护的 v.保护；防护（protect的ing形式）

223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224 public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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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rationale 2 [,ræʃə'nɑ:li, -'næ-] n.基本原理；原理的阐述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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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28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229 reduce 2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230 remembered 1 英 [rɪ'membə(r)] 美 [rɪ'membər] v. 记得；想起；记住，铭记；回忆；提及

231 removed 2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232 removing 1 [riː 'muːvɪŋ] n. 消除；排除；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33 replaced 1 [rɪ'pleɪsd] adj. 被替换的 动词re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34 replaces 1 [rɪ'pleɪs] vt. 取代；替换；放回原处；偿还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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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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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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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republicans 1 n.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.

239 residency 2 ['rezidənsi] n.住处；住院医生实习期

240 respect 2 [ri'spekt] n.尊敬，尊重；方面；敬意 vt.尊敬，尊重；遵守

241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242 rivas 3 n. 里瓦斯

243 Rodney 1 ['rɔdni] n.罗德尼（男子名）

244 rooted 1 ['ru:tid, 'ru-] adj.根深蒂固的；生根的 v.生根（root的过去式）

245 sage 1 [seidʒ] n.圣人；贤人；哲人 adj.明智的；贤明的；审慎的 n.(Sage)人名；(日)三下(姓)；(英)塞奇；(意)萨杰；(德)扎格；
(法)萨热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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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sa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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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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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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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Scott 2 [skɔt] n.斯科特（男子名）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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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sedition 1 [si'diʃən] n.暴动；煽动性的言论或行为；妨害治安

253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254 semi 1 ['sem(a)i] n.半挂车；半独立式的住宅 n.(Semi)人名；(意、芬)塞米

255 senate 1 ['senit] n.参议院，上院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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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258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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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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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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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shand 1 n. 尚德

262 sharply 1 ['ʃa:pli]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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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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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showing 2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266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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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someone 3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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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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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spokesperson 1 ['spəuks,pə:s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272 stat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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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State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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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sto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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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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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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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subjec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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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
278 subversion 1 [səb'və:ʃən, -ʒən, sʌb-] n.颠覆；破坏

279 such 4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80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81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282 term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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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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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4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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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the 5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86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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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288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289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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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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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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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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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to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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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6 told 3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97 troy 1 [trɔi] n.特洛伊（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古城）；特洛伊（美国纽约州一城市）

298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99 undocumented 3 [,ʌn'dɔkjumentid] adj.无事实证明的；无正式文件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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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302 us 2 pron.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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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use 5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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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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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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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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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war 1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310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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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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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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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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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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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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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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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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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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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23 word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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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word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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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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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6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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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wrote 2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29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30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331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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