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4-12 [Education Report] Report_ US Schools Pull More Than
1,000 Different Book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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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ept 1 [ək'sept] vt.接受；承认；承担；承兑；容纳 vi.承认；同意；承兑

3 activist 1 ['æktivist] n.积极分子；激进主义分子

4 actor 1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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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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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ventures 1 英 [əd'ventʃə(r)] 美 [əd'ventʃər] n. 冒险；奇遇 vt. 冒险；尝试 vi. 冒险；大胆进行

8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9 agree 1 [ə̍ ɡriː ] vt.同意，赞成；承认；约定，商定 vi.vi.同意，意见一致；约定，商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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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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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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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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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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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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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20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21 association 1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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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 attac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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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uthor 2 ['ɔ:θə] n.作者；作家；创始人 vt.创作出版

25 authors 1 [图情] 者

26 banned 7 [bæn] v. 禁止；剥夺权利 n. 禁令；禁止

27 Banning 1 ['bæniŋ] n.班宁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）；班宁（男子名）；浪子娇娃（电影名）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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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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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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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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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ernstein 1 ['bə:nstein] n.伯恩斯坦（姓氏）

35 bisexual 1 [,bai'seksjuəl] adj.两性的；雌雄同体的

36 bluest 1 [blu ]ː adj. 蓝色的；忧郁的；沮丧的；色情的 n. 蓝色

37 boo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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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ooks 18 ['bʊks] n. 帐目；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.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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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41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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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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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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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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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amp 1 [kæmp] vi.露营；扎营 vt.扎营；使扎营 n.露营 n.(Camp)人名；(英)坎普；(瑞典)坎普；(法)康

45 cancel 1 vt.取消；删去 vi.取消；相互抵消 vi.取消，撤销 n.取消，撤销 n.(Cancel)人名；(法)康塞尔

46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47 censor 2 vt.审查，检查；检查和删节 n.检查员；[心理]潜意识压抑力；信件检查员

48 censorship 1 ['sensəʃip] n.审查制度；审查机构

49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
50 challenged 1 ['tʃælindʒid] adj.受到挑战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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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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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3 classrooms 1 [k'læsruːmz] 教室

54 closely 1 ['kləusli] adv.紧密地；接近地；严密地；亲近地

55 collections 1 [kə'lekʃənz] n. 收集；收藏 名词collec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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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ommittee 1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58 conservative 2 [kən'sə:vətiv] adj.保守的 n.保守派，守旧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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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ontent 1 ['kɔntent] n.内容，目录；满足；容量 adj.满意的 vt.使满足 n.(Content)人名；(法)孔唐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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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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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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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darkness 1 ['dɑ:knis] n.黑暗；模糊；无知；阴郁

65 dea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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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deals 1 [diː l] n. 协定；交易；大量 v. 应付；分配；处理；交易；经营

67 dealt 1 [delt] v.处理（dea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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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different 3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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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district 1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72 districts 5 ['dɪstrɪkt] n. 地区；行政区 vt. 把 ... 划分成区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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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duke 1 [dju:k, du:k] n.公爵，（公国的）君主；公爵（种）樱桃 n.(Duke)人名；(西、俄、瑞典、英)杜克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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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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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78 Ellington 1 埃林顿 *埃灵顿(纳科罗库拉的旧称） 埃灵顿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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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
81 events 3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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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84 examine 1 [ig'zæmin] vt.检查；调查；检测；考试 vi.检查；调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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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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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87 eye 1 [ai] n.眼睛；视力；眼光；见解，观点 vt.注视，看 n.(Eye)人名；(德)艾厄；(英)艾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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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fiction 2 ['fikʃən] n.小说；虚构，编造；谎言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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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Finn 1 [fin] n.芬兰人 爱尔兰巨人

92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93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94 for 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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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97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98 Friedman 1 n.弗里德曼（男子名）

99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00 gay 1 [gei] adj.快乐的；放荡的；艳丽的 n.同性恋者 n.(Gay)人名；(西)加伊；(英、法、瑞典、毛里塔)盖伊

101 gender 2 ['dʒendə] n.性；性别；性交 vt.生（过去式gendered，过去分词gendered，现在分词gendering，第三人称单数genders，形
容词genderless）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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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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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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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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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Gregory 2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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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8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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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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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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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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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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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hearing 1 ['hiəriŋ] n.听力；审讯，听讯 v.听见（hear的ing形式） n.(Hearing)人名；(英)希尔林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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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117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18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
119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120 house 1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121 huckleberry 1 ['hʌklbəri] n.[植]黑果木；越橘类植物

122 identity 1 [ai'dentəti] n.身份；同一性，一致；特性；恒等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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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magined 1 [ɪ'mædʒɪn] vt. 想像；设想；料想；猜想；认为 vi. 想像

125 immoral 1 ['imɔrəl] adj.不道德的；邪恶的；淫荡的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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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7 include 2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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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9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130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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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intensity 1 [in'tensəti] n.强度；强烈；[电子]亮度；紧张

132 investigated 1 [ɪn'vestɪɡeɪt] v. 调查；研究

133 is 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4 issues 2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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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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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jamie 1 n.杰米（男子名）

138 Japanese 1 [,dʒæpə'ni:z] adj.日本（人）的；日语的 n.日本人；日语

139 Jonathan 1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140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141 king 1 [英[kɪŋ] 美[kɪŋ]] n.国王；最有势力者；王棋 vi.统治；做国王 vt.立…为王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，最大的 n.(King)人名；
(德、英、葡、捷、西)金；(中)金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京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京

142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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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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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left 2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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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lesbian 1 ['lezbiən] adj.[心理]女同性恋的 n.女同性恋者

148 letters 1 [letəz] n.[语]字母；书信；读者投书栏（letter的复数） v.用字母标明；用印刷体写（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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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libraries 2 英 ['laɪbrəri] 美 ['laɪbreri] n. 图书馆；藏书；书房

151 library 1 ['laibrəri] n.图书馆，藏书室；文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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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st 2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154 listeners 1 ['lɪsnəz] n. 听众

155 literature 1 ['litərətʃə] n.文学；文献；文艺；著作

156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157 Luther 1 ['lju:θə] n.卢瑟（男子名）

158 maia 1 ['meijə; 'maiə] n.玛雅（希腊神话中女神）；玛雅（女子名）

159 male 1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
160 Mandela 1 曼德拉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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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mark 1 n.标志；马克；符号；痕迹；分数 vi.作记号 vt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 n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

163 martin 1 ['mɑ:tin] n.紫崖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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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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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6 meetings 1 ['miː tɪŋz] n. 会议 名词meeting的复数形式.

167 memoir 1 ['memwɑ:] n.回忆录；研究报告；自传；实录

168 months 3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69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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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Morrison 2 ['mɔrisn] n.莫里森（姓氏）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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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movies 1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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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174 Nelson 1 ['nelsən] n.压住对方头部或颈后及一臂或二臂的手法 n.(Nelson)人名；(英、俄)纳尔逊；(德、西、葡、瑞典)内尔松

175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176 nine 2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177 Nobel 1 [nəu'bel] n.诺贝尔（瑞典化学家及发明家，发明炸药，创设诺贝奖）；诺贝尔（姓氏）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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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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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nothing 1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
181 numerous 1 ['nju:mərəs] adj.许多的，很多的

182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83 offends 1 [ə'fend] vt. 冒犯；犯罪 vi. 违反；令人不适

184 offensive 3 [ə'fensiv] adj.攻击的；冒犯的；无礼的；讨厌的 n.攻势；攻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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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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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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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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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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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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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organization 2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192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93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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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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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overall 1 ['əuvərɔ:l, ,əuvə'rɔ:l] adj.全部的；全体的；一切在内的 adv.全部地；总的说来 n.工装裤；罩衫

197 oversight 1 ['əuvəsait] n.监督，照管；疏忽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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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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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parents 2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201 Parks 1 n.帕克斯（人名）

202 pen 5 [pen] n.钢笔；作家；围栏 vt.写；关入栏中 n.(Pen)人名；(法)庞；(俄、塞、英、意)佩恩；(柬)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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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Perez 1 n.佩雷斯（人名）

205 permanently 1 ['pə:mənəntli] adv.永久地，长期不变地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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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poetry 1 ['pəuitri] n.诗；诗意，诗情；诗歌艺术

208 pointed 1 ['pɔintid] adj.尖的；突出的；锐利的；率直的 v.指出；瞄准（point的过去式）

209 political 2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210 pressure 2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211 prize 1 [praiz] n.奖品；奖赏；战利品 vt.珍视；捕获；估价 adj.获奖的

212 program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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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pull 1 [pul] vt.拉；拔；拖 vi.拉，拖；拔 n.拉，拉绳；拉力，牵引力；拖 n.(Pull)人名；(法)皮尔；(德、瑞典)普尔

214 queer 2 [kwiə] adj.奇怪的；同性恋的；不舒服的；心智不平衡的 vt.搞糟；使陷于不利地位 n.同性恋者；怪人；伪造的货币

215 questioning 1 ['kwestʃəniŋ] n.质问 v.询问，审问（question的现在分词）

216 racially 1 ['reiʃəli] adv.人种上；按人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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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racism 4 ['reisizəm] n.种族主义，种族歧视；人种偏见

218 Raskin 2 n. 拉斯金

219 rates 1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
220 readers 1 ['riː dəz] n. 读者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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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23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24 reform 1 [ri'fɔ:m] n.改革，改良；改正 vt.改革，革新；重新组成 vi.重组；改过 adj.改革的；改革教会的

225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226 removals 1 n.免职( removal的名词复数 ); 除去; 移走; 搬迁

227 remove 3 [ri'mu:v] vt.移动，迁移；开除；调动 vi.移动，迁移；搬家 n.移动；距离；搬家

228 removed 6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229 repor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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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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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representative 1 [,repri'zentətiv] adj.典型的，有代表性的；代议制的 n.代表；典型；众议员

232 representatives 1 [reprɪ'zentətɪvz] n. 众议院议员；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.

233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234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35 Rosa 1 ['rəuzə] n.罗莎（女子名）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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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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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school 5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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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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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seeking 1 [siː 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
242 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243 sexual 3 ['seksjuəl, -ʃuəl] adj.性的；性别的；有性的

244 Sharon 1 ['ʃærən] n.莎伦（女子名）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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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sides 1 [saɪdz] n.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.

247 slavery 1 n.奴役；奴隶制度；奴隶身份

248 society 1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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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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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252 specifically 1 [spi'sifikəli] adv.特别地；明确地

253 speech 2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
254 spoken 1 ['spəukən] adj.口语的，口头的 v.说（speak的过去分词）

255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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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stories 2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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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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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takei 1 武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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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tells 1 [tel] v. 告诉；吩咐；讲述；表达；辨别；判断；泄露；告发；产生效果

262 ten 1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
263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64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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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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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the 2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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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69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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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thirds 1 [θɜːdz] n. 三号 名词third的复数形式.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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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thousand 1 ['θauzənd] n.一千；一千个；许许多多 adj.成千的；无数的

274 tied 1 [taid] v.系（ti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系住的

275 to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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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76 toni 1 ['təuni] n.托妮（女子名）

277 transgender 1 [,trænz'dʒendə(r)] n.跨性别；跨性别者

278 true 3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
279 twain 1 [twein] n.两；二；一对 adj.一对的 n.(Twain)人名；(英)特温

280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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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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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us 2 pron.我们

284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285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286 views 1 [v'juːz] n. 见解 名词view的复数形式.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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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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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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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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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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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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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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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were 6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97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98 white 2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299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00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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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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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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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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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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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5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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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6 write 2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307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308 written 3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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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