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1-05 [Education Report] One Year Later, Educators Deciding
How to Teach US Capitol Riot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4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(普
通话·威妥玛)

3 in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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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of 1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and 1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6 is 1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 tha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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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bou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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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said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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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students 11 [st'juːdnts] 学生

11 for 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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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sh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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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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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n 7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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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be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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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w 7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9 year 7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0 i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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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January 6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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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teach 6 [ti:tʃ] vt.教；教授；教导 vi.教授；讲授；当老师 n.(Teach)人名；(英)蒂奇

24 teacher 6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25 w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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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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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his 5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8 la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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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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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teachers 5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31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2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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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a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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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ttack 4 [ə'tæk] n.攻击；抨击；疾病发作 vt.攻击；抨击；动手干 vi.攻击；腐蚀 n.(Attack)人名；(瑞典)阿塔克

35 lessons 4 ['lesn] n. 教训；课，功课，课业；榜样，典范 vt. 教训，告诫，训斥；给 ... 上课

36 riot 4 ['raiət] n.暴乱；放纵；蔓延 vi.骚乱；放荡 vt.浪费，挥霍 n.(Riot)人名；(法)里奥；(西)里奥特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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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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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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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ias 3 ['baiəs] n.偏见；偏爱；斜纹；乖离率 vt.使存偏见 adj.偏斜的 adv.偏斜地 n.(Bia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葡、喀)比亚斯；(英)拜厄
斯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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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event 3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42 group 3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43 happened 3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4 lawmakers 3 n.立法者(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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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particular 3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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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republican 3 [ri'pʌblikən] adj.共和国的；共和政体的；共和主义的；拥护共和政体的 n.共和主义者

49 sho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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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sta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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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talking 3 ['tɔ:kiŋ] adj.说话的，多嘴的；有表情的 n.讲话，谈论 v.谈论；讲话（talk的ing形式） n.(Talking)人名；(英)托金

52 teaching 3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53 u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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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Wagner 3 ['wa:gnə] n.瓦格纳（姓氏）；瓦格纳（德国歌剧家，作曲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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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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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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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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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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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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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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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application 2 n.应用；申请；应用程序；敷用；（对事物、学习等）投入

65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66 Ashley 2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67 avoid 2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68 bett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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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变得较好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69 building 2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70 Capitol 2 ['kæpitəl] n.美国国会大厦；（美国）州议会大厦

71 classroom 2 ['klɑ:srum] n.教室

72 Colorado 2 [,kʌlə'rɑ:dəu] n.（美）科罗拉多；（美）科罗拉多河

73 Davis 2 ['deivis] n.戴维斯（男子名）

74 deciding 2 [di'saidiŋ] adj.决定性的；无疑的 v.决定（decide的现在分词）

75 depend 2 [di'pend] vi.依赖，依靠；取决于；相信，信赖

76 dictionary 2 ['dikʃənəri] n.字典；词典

77 difficult 2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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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don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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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0 English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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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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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ensure 2 [in'ʃuə] vt.保证，确保；使安全

82 etc 2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83 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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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4 history 2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85 idea 2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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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increasingly 2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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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likely 2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90 majority 2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91 makes 2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92 middle 2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93 national 2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94 one 2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
95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96 rac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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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races 2 abbr.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国内应急通信业务(=Radio Amateur Civil Emergency Service)

98 racial 2 ['reiʃəl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99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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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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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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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Stat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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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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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studies 2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106 talk 2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107 tendency 2 ['tendənsi] n.倾向，趋势；癖好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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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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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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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Thompson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113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114 violence 2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115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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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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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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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writing 2 ['raitiŋ] n.书写；作品；著作；[法]笔迹 v.书写（write的ing形式）

119 abby 1 ['æbi] n.艾比（女子名）

120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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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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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administrator 1 [əd'ministreitə] n.管理人；行政官

124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25 alphabetical 1 [,ælfə'betikəl, ,ælfə'betik] adj.字母的；[计]依字母顺序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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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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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28 anniversary 1 [,æni'və:səri] n.周年纪念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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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anton 1 ['æntən] n.安东（男子名）

131 anybody 1 ['eni,bɔdi] pron.任何人 n.重要人物

132 arrested 1 [ə'restɪd] adj. 逮捕的 动词arr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33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134 associated 1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35 begun 1 [bi'gʌn] v.开始（begin的过去分词） n.(Begun)人名；(俄)别贡；(英)贝根

136 behave 1 [bi'heiv] vi.表现；（机器等）运转；举止端正；（事物）起某种作用 vt.使守规矩；使表现得…

137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138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139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140 blac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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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Bonner 1 邦纳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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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Boston 1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
144 bringing 1 [briŋ] vt.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145 broke 1 [brəuk] adj.一文不名的，破产的 v.打破，断掉（break的过去式） n.(Broke)人名；(英)布罗克

146 but 1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
147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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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149 careful 1 ['kεəful] adj.仔细的，小心的

150 carried 1 ['kærid] adj.被运的；入神的；忘我的 v.保持（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搬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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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civic 1 ['sivik] adj.市的；公民的，市民的

153 contains 1 [kən'teɪnz] v.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54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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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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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coverings 1 ['kʌvərɪŋz] n. 覆盖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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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60 day 1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161 deadly 1 ['dedli] adj.致命的；非常的；死一般的 adv.非常；如死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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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declare 1 [di'klεə] vt.宣布，声明；断言，宣称 vi.声明，宣布

164 definition 1 [,defi'niʃən] n.定义；[物]清晰度；解说

165 democracy 1 [di'mɔkrəsi] n.民主，民主主义；民主政治

166 democrat 1 ['deməkræt] n.民主党人；民主主义者；民主政体论者

167 democratic 1 [,demə'krætik,-kəl] adj.民主的；民主政治的；大众的

168 democrats 1 ['deməkræts] n.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.

169 DES 1 [des] abbr.数据加密标准（dataencryptionstandard）；教育和科学部（DepartmentofEducationandScience）；目的港交货
（DeliveredExShip）；微分方程解算器（differentialequationsolver）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70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1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172 discuss 1 [dis'kʌs] vt.讨论；论述，辩论

173 discussing 1 [dɪ'skʌs] v. 讨论；论述；商量

174 discussion 1 [dis'kʌʃən] n.讨论，议论

175 discussions 1 [dɪs'kʌʃnz] 讨论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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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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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179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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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Dylan 1 ['dilən] n.狄伦（男子名）

182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183 educate 1 ['edju:keit] vt.教育；培养；训练 vi.教育；训练

184 educators 1 ['edʒʊkeɪtəz] 教育者

185 election 1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
186 elections 1 n. 选举，选举制；投票（election的复数形式）

187 email 1 ['i:'meil] n.电子信函 vt.给…发电子邮件 n.(Email)人名；(法)埃马伊

188 excellence 1 ['eksələns] n.优秀；美德；长处

189 explores 1 英 [ɪk'splɔː (r)] 美 [ɪk'splɔː r] v. 探测；探险；考察；探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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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192 feels 1 [fiː l] v. 感觉；觉得；触摸；摸起来；认为；摸索 n. 感觉；触觉

193 forms 1 ['fɔː 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
194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95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196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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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8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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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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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02 holocaust 1 ['hɔləkɔ:st] n.大屠杀；毁灭

203 huisken 1 赫伊斯肯

204 ideal 1 [ai'diəl] adj.理想的；完美的；想象的；不切实际的 n.理想；典范

205 ideals 1 [aɪ'diəlz] 理想

206 ideas 1 观念

207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208 immediately 1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
209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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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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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213 insurrection 1 [,insə'rekʃən] n.暴动；叛乱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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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Iowa 1 ['aiəwə] n.爱荷华州（美国州名）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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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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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218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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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Justin 1 ['dʒʌstin] n.贾斯廷（男子名）

221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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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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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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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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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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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liberty 1 ['libəti] n.自由；许可；冒失 n.(Liberty)人名；(英)利伯蒂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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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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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listed 1 ['listid] adj.列出的；表列的；已登录的 v.列出；登记（list的过去分词）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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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liz 1 [liz] n.莉斯（女子名）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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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lucky 1 ['lʌki] adj.幸运的；侥幸的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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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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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material 1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
239 math 1 [mæθ] n.数学（等于mathematics） n.(Math)人名；(德)马特；(柬)马；(英)马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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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meanings 1 ['miː nɪŋz] n. 含义 名词meaning的复数形式.

242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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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method 1 ['meθəd] n.方法；条理；类函数 adj.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

245 moine 1 穆瓦纳

246 moms 1 abbr. =Michigan's Own Mathematical System 密西根数学系统；海军陆战队作战计划和保养支援系统(美国)

247 Montana 1 [mɔn'tænə] n.蒙大纳（美国州名）

248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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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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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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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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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nonprofit 1 adj.非盈利的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

255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256 occupation 1 [,ɔkju'peiʃən] n.职业；占有；消遣；占有期

257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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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260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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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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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2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63 ourselves 1 [,auə'selvz, ,ɑ:-] pron.我们自己；我们亲自

264 out 1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265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266 ov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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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oversees 1 英 [ˌəʊvə'siː ] 美 [ˌoʊvər'siː ] vt. 监督；监管；监视

268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269 Paula 1 ['pɔ:lə] n.保拉（女子名）

270 perfection 1 [pə'fekʃən] n.完善；完美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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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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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莱斯

273 pl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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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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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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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present 1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
277 presidential 1 [,prezi'denʃəl] adj.总统的；首长的；统辖的

278 press 1 [pres] vt.压；按；逼迫；紧抱 vi.压；逼；重压 n.压；按；新闻；出版社；[印刷]印刷机 n.(Press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279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280 pronunciations 1 [prənʌns'ɪeɪʃnz] 语音

281 protest 1 [prəu'test, 'prəu-] vi.抗议；断言 vt.抗议；断言 n.抗议 adj.表示抗议的；抗议性的

282 protested 1 英 [prəʊ'testɪd] 美 [proʊ'testɪd] adj. 抗拒的；反对的 动词prot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83 purpose 1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
284 pushed 1 [puʃt] adj.处于窘境的；为难的；推挤现象的 v.推；挤；逼迫（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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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questioned 1 ['kwestʃən] n. 问题；疑问 v. 询问；怀疑

287 racism 1 ['reisizəm] n.种族主义，种族歧视；人种偏见

288 read 1 [ri:d] vt.阅读；读懂，理解 vi.读；读起来 n.阅读；读物 adj.有学问的 n.(Read)人名；(英)里德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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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尔

290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91 reference 1 ['refərəns] n.参考，参照；涉及，提及；参考书目；介绍信；证明书 vi.引用 vt.引用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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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requirements 1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294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295 rioter 1 ['raɪətə(r)] n. 暴民；暴徒；喝酒狂闹的人

296 rural 1 ['ruərəl] adj.农村的，乡下的；田园的，有乡村风味的

297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298 scared 1 [skεəd] adj.害怕的 v.使害怕（scare的过去分词）

299 schulzki 1 舒尔茨基

300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301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302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303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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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Springs 1 [spriŋz] n.斯普林斯（南非东部城市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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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6 standard 1 ['stændəd] n.标准；水准；旗；度量衡标准 adj.标准的；合规格的；公认为优秀的 n.(Standard)人名；(英)斯坦达德；
(德)施坦达德

307 subjects 1 ['sʌbdʒɪkts] n. 科目 名词subjec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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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suggestions 1 n. 意见；示意 名词suggestion的复数形式.

310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311 supporters 1 [sə'pɔː 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
312 supremacist 1 [sju'preməsist, sə-] n.至上主义者 adj.至上主义者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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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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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teaches 1 ['tiː tʃɪz] v. 教；教导；教授；教训（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16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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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319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320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321 tools 1 [tu lː] n. 工具，用具（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）；器具

322 treating 1 [triː tɪŋ] n. 处理 动词treat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323 trump 1 [trʌmp] n.王牌；法宝；喇叭 vt.胜过；打出王牌赢 vi.出王牌；吹喇叭 n.(Trump)人名；(英)特朗普

324 unfairly 1 [ʌn'fɛəli] adv.不公平地；不正当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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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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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upsetting 1 [ʌp'setiŋ] adj.令人心烦意乱的，令人苦恼的 n.缩锻，镦锻；倾复，倒转

328 us 1 pron.我们

329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30 vaccine 1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331 videos 1 英 ['vɪdiəʊ] 美 ['vɪdioʊ] n. 录像；视频 v. 录制电视节目 adj. 视频的；录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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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voice 1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334 votes 1 [vəuts] v.投票；提倡（vo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选票；选举；得票数（vote的复数形式）

335 warning 1 ['wɔ:niŋ] n.警告；预兆；预告 adj.警告的；引以为戒的 v.警告（warn的ing形式） n.(Warning)人名；(德)瓦宁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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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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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weiss 1 [waɪs] n. 外斯(原子磁矩单位)

339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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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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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wor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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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44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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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you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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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