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3-23 [Education Report] Muslim Students in India Fight
School Bans on Head Covering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 accused 1 [ə'kju:zd] n.被告 adj.被控告的 v.指责；控告（accus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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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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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liya 1 n.阿里娅（女子名）

6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7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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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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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nwar 2 n. 安瓦尔

11 ap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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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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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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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rguing 1 ['ɑrgjʊɪŋ] n. 争吵 动词argu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5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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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side 1 [ə'said] adv.离开，撇开；在旁边 n.旁白；私语，悄悄话；离题的话 prep.在…旁边

17 assadi 2 阿萨迪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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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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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 attempted 1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
21 attended 1 [ə'tendɪd]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2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3 ayesha 2 n.(Ayesha)人名；(阿拉伯)艾莎

24 ban 5 [bæn] vt.禁止，取缔 n.禁令，禁忌 n.(Ban)人名；(日)蕃(名)；(缅、老、柬)班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万；(法)邦；(中)饼(广东
话·威妥玛)；(德、塞、罗、阿拉伯)巴恩；(英)班恩

25 bans 3 n.禁令（ban的复数）；结婚预告（等于banns） n.（Bans）人名；（西）班斯；（法）邦斯

26 barred 2 [bɑ:d] adj.被禁止的；有条纹的 v.（用栅栏）阻挡（bar的过去式）

27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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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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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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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32 belief 1 [bi'li:f] n.相信，信赖；信仰；教义

33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34 blocked 1 [blɔkt] adj.堵塞的；被封锁的 v.阻塞（block的过去分词）

35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36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37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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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y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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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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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hosen 1 ['tʃəuzən] vt.选择（choos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挑选出来的，精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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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43 classes 2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44 classroom 1 ['klɑ:srum] n.教室

45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46 cloth 1 [klɔθ, klɔ:θ] n.布；织物；桌布 adj.布制的 n.(Cloth)人名；(德)克洛特

47 clothing 1 ['kləuðiŋ] n.（总称）[服装]服装；帆装 v.覆盖（clothe的ing形式）；给…穿衣

48 college 3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49 colleges 1 ['kɒlɪdʒɪz] 高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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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
52 confidence 1 ['kɔnfidəns] n.信心；信任；秘密 adj.（美）诈骗的；骗得信任的

53 consider 2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
54 counter 1 [英 [ˈkaʊntə(r)] 美 [ˈkaʊntɚ] n.柜台；对立面；计数器；（某些棋盘游戏的）筹码 vt.反击，还击；反向移动，对着干；
反驳，回答 vi.逆向移动，对着干；反驳 adj.相反的 adv.反方向地；背道而驰地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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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ou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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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overing 3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
58 coverings 1 ['kʌvərɪŋz] n. 覆盖物

59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60 debates 1 [dɪ'beɪt] n. 辩论；讨论 vt. 争论；思考 vi. 辩论

61 demonstrations 1 [demənst'reɪʃnz] n. 课堂演示；示范 名词demonstration的复数形式.

62 devotion 2 [di'vəuʃən] n.献身，奉献；忠诚；热爱

63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64 differ 1 ['difə] vt.使…相异；使…不同 vi.相异；意见分歧 n.(Differ)人名；(法)迪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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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disturb 1 [dis'tə:b] vt.打扰；妨碍；使不安；弄乱；使恼怒 vi.打扰；妨碍

67 disturbs 1 英 [dɪ'stɜːb] 美 [dɪ'stɜ rːb] v. 扰乱；妨碍；使 ... 不安；打破...的平静；打乱...的治安

68 do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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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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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dow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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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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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empower 1 [im'pauə] vt.授权，允许；使能够

73 empowered 2 英 [ɪm'paʊə(r)] 美 [ɪm'paʊər] vt. 授权；使能够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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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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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equality 1 [i:'kwɔləti] n.平等；相等；[数]等式

77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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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80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81 expression 1 [英 [ɪk'spreʃn] 美 [ɪkˈsprɛʃən] n.表现，表示，表达；表情，脸色，态度，腔调，声调；式，符号；词句，语句，措
辞，说法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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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falling 1 ['fɔ:liŋ] adj.下降的；落下的 n.下降；落下；陷落 v.落下（fall的ing形式） n.(Falling)人名；(瑞典)法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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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feel 3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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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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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88 freedom 2 ['fri:dəm] n.自由，自主；直率 n.(Freedom)人名；(英)弗里德姆

89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90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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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g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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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gold 1 [gəuld] n.金，黄金；金色；金币 adj.金的，金制的；金色的 n.(Go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、罗、捷、瑞典)戈尔德

94 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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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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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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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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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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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hea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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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heads 1 [hedz] adj.正面朝上的 n.(Heads)人名；(英)黑兹

102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03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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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5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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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hijab 13 [hɪ'dʒɑːb] 穆斯林女性使用的头巾

107 Hindu 2 ['hindu:; 'hin'du:] adj.印度教的；印度的 n.印度人；印度教教徒

108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109 honesty 1 ['ɔnisti] n.诚实，正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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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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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identity 3 [ai'dentəti] n.身份；同一性，一致；特性；恒等式

114 imtiaz 2 伊姆蒂亚兹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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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6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17 India 3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118 Indian 1 ['indiən] adj.印度的；印第安人的；印第安语的 n.印度人；印第安人；印第安语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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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integrity 2 [in'tegrəti] n.完整；正直；诚实；廉正

121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2 Islam 2 ['izlɑ:m] n.伊斯兰教 n.(Islam)人名；(阿拉伯、巴基、孟)伊斯兰

123 issu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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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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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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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janata 1 人民周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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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128 junior 3 ['dʒu:njə] adj.年少的；后进的；下级的 n.年少者，晚辈；地位较低者；大学三年级学生 n.(Junior)人名；(英)朱尼尔；(德)
尤尼奥尔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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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karate 1 [kə'rɑ:te] n.空手道（日本的一种徒手武术）

131 Karnataka 2 [kɑ:'nɑ:təkə] n.卡纳塔克邦（印度邦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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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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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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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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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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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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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0 love 1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
141 loyalty 1 n.忠诚；忠心；忠实；忠于…感情

142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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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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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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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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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minister 1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149 minority 1 n.少数民族；少数派；未成年

150 missed 1 [mɪs] n. [M-]小姐 vt. 想念 vt. 错过；漏掉

151 modesty 2 ['mɔdisti] n.谦逊；质朴；稳重

152 modi 2 ['məudi:, -dai] n.程序（modus的复数） n.(Modi)人名；(意)莫迪

153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54 morally 1 ['mɔrəli, 'mɔ:-] adv.道德上；有道德地；确实地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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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muslim 9 ['muzlim; 'mʌz-] n.穆斯林；穆罕默德信徒 adj.伊斯兰教的

157 Muslims 2 穆斯林

158 m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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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narendra 1 纳伦德拉

160 nationalism 1 ['næʃənəlizəm] n.民族主义；国家主义；民族特性

161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62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163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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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note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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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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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obey 1 [əu'bei] vt.服从，听从；按照……行动 vi.服从，顺从；听话 n.(Obey)人名；(英、法)奥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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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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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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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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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opinions 1 n.意见；评价（opinion的复数）；舆论

174 opponents 1 [ə'pəʊnənts] 对手

175 oppression 1 [ə'preʃən] n.压抑；镇压；压迫手段；沉闷；苦恼

176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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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ord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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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ordere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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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9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80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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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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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overturned 1 ['əʊvətɜːnd] adj. 倒转的 动词overtu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84 ow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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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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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party 1 n.政党，党派；聚会，派对；当事人[复数parties] vi.参加社交聚会[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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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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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permitted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190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191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192 practice 2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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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prime 1 [praim] adj.主要的；最好的；基本的 adv.极好地 n.初期；青年；精华；全盛时期 vt.使准备好；填装 vi.作准备 n.(Prime)
人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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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196 protests 1 英 ['prəʊtest] 美 ['proʊtest] n. 抗议；反对 v. 抗议；反对；申明；断言

197 proud 1 [praud] adj.自豪的；得意的；自负的 n.(Proud)人名；(英)普劳德

198 province 1 ['prɔvins] n.省；领域；职权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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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pushing 1 ['puʃiŋ] adj.奋斗的；莽撞的；有精力的；富有进取心的 n.推挤；推人犯规（篮球术语） v.推；促进；逼迫（push的ing
形式）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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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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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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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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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refused 1 [rɪ'fjuːz] v. 拒绝 n. 垃圾；废物

207 rejected 1 ['riː dʒekt] vt. 拒绝；排斥；驳回；丢弃 n. 不合格产品；被拒之人

208 religious 3 [ri'lidʒəs] adj.宗教的；虔诚的；严谨的；修道的 n.修道士；尼姑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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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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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representing 1 [ˌreprɪ'zent] vt. 表现；表示；描绘；代表；象征；说明；阐明 vi. 提出异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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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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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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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名；(英)赖特

214 rights 2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215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16 ruling 1 ['ru:liŋ] adj.统治的；主要的；支配的；流行的，普遍的 n.统治，支配；裁定

217 run 2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
218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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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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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school 6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21 schools 3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22 schoolwork 1 ['sku:lwə:k] n.家庭作业；学校作业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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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see 1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225 sh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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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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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sign 4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228 similar 2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29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230 skills 2 技能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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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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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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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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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236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237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8 stat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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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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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statewide 1 ['steit'waid] adj.遍及全州的 遍及全州地

241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242 staying 1 英 ['steɪɪŋ] 美 ['steɪŋ] n. 拉线(撑；刚性结合)；停留 动词stay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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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student 2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245 students 8 [st'juːdnts] 学生

246 successes 1 [sək'sesɪz] 成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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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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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9 tensions 1 ['tenʃn] n. 紧张；拉力；张力；紧张状态；[电]电压 vt. 使拉紧；使绷紧

250 tests 1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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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t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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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the 3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54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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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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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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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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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they 8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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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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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262 to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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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3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64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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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6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67 uncovered 1 [,ʌn'kʌvəd] adj.无覆盖物的；[保险]未保险的；无盖的 v.揭露（uncover的过去分词）；脱帽致敬；移去覆盖物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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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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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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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upheld 1 [ʌp'held] v.支持（uphold的过去式）

272 upon 1 [ə'pɔn] prep.根据；接近；在…之上

273 upset 1 vt.使心烦；颠覆；扰乱 vi.翻倒 adj.心烦的；混乱的；弄翻的 n.混乱；翻倒；颠覆

274 us 1 pron.我们

275 violated 1 ['vaɪəleɪt] v. 侵犯；违反；扰乱；亵渎；强奸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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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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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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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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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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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wear 3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283 wears 1 英 [weə(r)] 美 [wer] v. 磨损；穿戴；使疲劳 n. 磨损；穿着；耐久性

284 w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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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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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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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88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89 women 5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290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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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2 wore 1 [wɔ:] v.穿（衣服等）；戴（首饰等）；装着（wear的过去式）

293 worn 2 [wɔ:n] adj.疲倦的；用旧的 v.穿；磨损（wear的过去分词）；佩戴 n.(Worn)人名；(柬)翁；(英、葡)沃恩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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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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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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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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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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