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5-01 [Education Report] Harvard Announces 100 Million Plan
to Make up for Slavery Link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9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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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in 3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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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3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of 3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6 people 2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7 Harvard 21 ['hɑ:vəd] n.哈佛大学；哈佛大学学生

8 university 2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9 for 1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 repor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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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slavery 14 n.奴役；奴隶制度；奴隶身份

12 tha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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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said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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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t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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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 enslaved 11 [ɪn'sleɪv] vt. 使做奴隶；使处于奴役的状态

16 by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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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O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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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who 9 pron.谁；什么人

19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0 mak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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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school 8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2 i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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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its 7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4 some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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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up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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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were 7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7 black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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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should 6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29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0 worked 6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1 fund 5 [fʌnd] n.基金；资金；存款 vt.投资；资助 n.(Fund)人名；(德)丰德

32 million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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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money 5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34 year 5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5 American 4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36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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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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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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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called 4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39 included 4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0 leaders 4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41 mo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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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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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onl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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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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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professors 4 [prə'fesəz] 大学教授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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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those 4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48 universities 4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 rːsəti] n. 大学

49 which 4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50 w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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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wor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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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2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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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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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became 3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56 connection 3 n.连接；关系；人脉；连接件

57 descendants 3 [dɪ'sendənts] n. 后代；后裔 名词descendant的复数形式.

58 disturbing 3 [di'stə:biŋ] adj.令人不安的；烦扰的 v.干扰；打断（disturb的ing形式）

59 education 3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60 links 3 ['liŋks] n.[计]链接（link的复数）；沙地；沙丘

61 Members 3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62 names 3 [neɪmz] n.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.

63 native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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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northeastern 3 [,nɔ:θ'i:stən] adj.在东北的；东北方的；来自东北的

65 past 3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66 president 3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67 slaves 3 [sleɪv] n. 奴隶；像奴隶般受制的人；【机】从动装置 v. 做苦工；做奴隶；拼命干

68 started 3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9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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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used 3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72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73 writers 3 ['raɪtəz] 作家

74 addition 2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75 americans 2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76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77 announced 2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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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available 2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80 become 2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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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Caribbean 2 [kæri'bi(:)ən] adj.加勒比人的；加勒比海的；加勒比语的 n.加勒比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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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colonies 2 英 ['kɒləni] 美 ['kɑ lːəni] n. 殖民地；侨居地；侨民；聚居(地)；群体；菌落

84 corrosive 2 [kə'rəusiv] adj.腐蚀的；侵蚀性的 n.腐蚀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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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87 economy 2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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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findings 2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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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following 2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92 forced 2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93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94 four 2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95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96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7 g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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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99 grown 2 [grəun] adj.长大的；成年的；长满某物的 v.生长；变成；栽培（grow的过去分词）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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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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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ideas 2 观念

103 illegal 2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
104 immoral 2 ['imɔrəl] adj.不道德的；邪恶的；淫荡的

105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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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labor 2 ['leibə] n.劳动；工作；劳工；分娩 vi.劳动；努力；苦干 vt.详细分析；使厌烦 n.(Labor)人名；(德、塞、法)拉博尔；(英)
拉博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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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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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Massachusetts 2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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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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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note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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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3 notes 2 英 [nəʊt] 美 [noʊt] n. 笔记；便条；纸币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音调 vt. 注意；记录；注解

114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15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16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17 pa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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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part 2 n.部分；角色；零件；一些；片段 vt.分离；分配；分开 vi.断裂；分手 adv.部分地 adj.部分的 n.(Part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帕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119 pay 2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120 per 2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121 permitted 2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122 presidents 2 [p'rezɪdənts] n. 总统

123 releas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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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researchers 2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125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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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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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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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sou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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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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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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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students 2 [st'juːdnts] 学生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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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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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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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135 us 2 pron.我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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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abusive 1 [ə'bju:siv] adj.辱骂的；滥用的；虐待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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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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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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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adds 1 abbr.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(=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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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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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46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47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148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49 announces 1 [ə'naʊns] vt. 宣布；宣告；预示；播报 vi. 作播音员；宣布竞选

150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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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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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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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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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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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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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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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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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162 bodies 1 英 ['bɒdi] 美 ['bɑːdi] n. 身体；主体；正文；主要部分；尸体；躯体；团体 v. 赋…以形体

163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164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165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166 buying 1 n.买进 v.购买；获得；收买（buy的ing形式）

167 Cambridge 1 ['keimbridʒ] n.剑桥（英国城市）；坎布里奇（美国马萨诸塞州城市）

168 campus 1 ['kæmpəs] n.（大学）校园；大学，大学生活；校园内的草地 n.(Campus)人名；(英)坎帕斯；(意、罗)坎普斯；(法)康皮
斯

169 cane 1 [kein] n.手杖；藤条；细长的茎 vt.以杖击；以藤编制 n.(Cane)人名；(英)凯恩；(西、意)卡内；(塞)察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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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centered 1 ['sentəd] adj.居中的；有圆心的 v.集中；居中（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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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cesar 1 n. 恺撒（古罗马帝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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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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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class 1 n.阶级；班级；种类；班；等级 vt.分类；把…分等级；把…归入某等级，把…看作（或分类、归类）；把…编入某一
班级 adj.极好的；很好的，优秀的，出色的 vi.属于…类（或等级），被列为某类（或某级） n.（英、德）克拉斯（人名）

176 clearly 1 ['kliəli] adv.清晰地；明显地；无疑地；明净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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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colleges 1 ['kɒlɪdʒɪz] 高校

179 colony 1 n.殖民地；移民队；种群；动物栖息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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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committed 1 [kə'mitid] adj.坚定的；效忠的；承担义务的 v.承诺；委托；干坏事；付诸（commit的过去分词）

182 committee 1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183 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184 confusing 1 [kən'fju:ziŋ] adj.混乱的；混淆的；令人困惑的 v.使迷惑；使混乱不清；使困窘（confuse的ing形式）

185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186 connections 1 [kə'nektʃənz] n. 连接点 名词conn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87 cotton 1 ['kɔtən] n.棉花；棉布；棉线 vi.一致；理解；和谐；亲近 adj.棉的；棉制的 n.(Cotton)人名；(英、西、葡)科顿；(法)戈
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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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90 crops 1 n.农作物（crop的复数）；收成；[冶]切头 v.种植（crop的三单形式）；收割；修剪；产庄稼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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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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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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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195 deeply 1 ['di:pli] adv.深刻地；浓浓地；在深处

196 delia 1 ['di:ljə] n.迪莉娅（女子名）

197 descendant 1 [di'sendənt] adj.下降的；祖传的 n.后裔；子孙

198 details 1 n.细节（detail的复数）；详细资料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三单形式）

199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200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201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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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dinah 1 [dainə] n.黛娜（女子名）

204 directly 1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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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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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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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educational 1 [,edju:'keiʃənəl] adj.教育的；有教育意义的

209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210 embrace 1 [im'breis] vt.拥抱；信奉，皈依；包含 vi.拥抱 n.拥抱

211 embracing 1 [ɪm'breɪs] v. 拥抱；包含；包围；接受；信奉 n. 拥抱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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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enslaving 1 [ɪn'sleɪv] vt. 使做奴隶；使处于奴役的状态

214 entangle 1 [in'tæŋgl] vt.使纠缠；卷入；使混乱

215 entangled 1 [ɪn'tæŋɡl] vt. 使 ... 纠缠； 使 ... 复杂； 卷入； 使 ... 混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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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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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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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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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founded 1 [faʊnd] v. 建立；创立；创办；熔铸；找到，发现（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22 gained 1 [geɪnd] adj.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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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Georgetown 1 ['dʒɔ:dʒtaun] n.乔治城（圭亚那首都）

225 Germany 1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226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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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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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0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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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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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heal 1 [hi:l] vt.治愈，痊愈；和解 vi.痊愈 n.(Heal)人名；(英)希尔

233 historical 1 [his'tɔrikəl] adj.历史的；史学的；基于史实的

234 historically 1 [his'tɔrikəli] adv.历史上地；从历史观点上说

235 homes 1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国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236 honoring 1 履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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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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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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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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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243 industries 1 ['ɪndəstri] n. 工业；产业；行业；勤勉；勤劳

244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245 investigation 1 [in,vesti'geiʃən] n.调查；调查研究

246 investigators 1 [ɪn'vestɪɡeɪtəz] 侦查人员

247 investing 1 [ɪnvestɪŋ] n. 投资 动词inves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48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9 Islands 1 ['ailənds] n.群岛（island的复数）；岛屿

250 Jefferson 1 ['dʒefəsn] n.杰弗逊（姓氏）

251 jersey 1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
252 Jill 1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253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254 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255 Lawrence 1 ['lɔrəns] n.劳伦斯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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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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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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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li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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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lived 1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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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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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262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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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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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measuring 1 ['meʒəriŋ] n.测量；衡量 v.测量（measure的ing形式） adj.测量用的

266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267 mistreatment 1 [mis'tri:tmənt] n.虐待

268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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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
271 Nazi 1 ['nɑ:tsi, 'næ-] n.纳粹党人；纳粹主义信徒 adj.纳粹党的；纳粹主义的 n.(Nazi)人名；(布基)纳齐；(俄)娜济

272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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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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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oldest 1 ['əuldist] adj.最老的（old的最高级）；最旧的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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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opened 1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
279 owned 1 [əund] v.拥有；承认（own的过去分词） adj.自身拥有的

280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281 payments 1 ['peɪmənts] 支付

282 perfect 1 ['pə:fikt, pə'fekt] adj.完美的；最好的；精通的 vt.使完美；使熟练 n.完成式 n.(Perfect)人名；(英)珀费克特

283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284 photographing 1 ['fəʊtəɡrɑ fːɪŋ] n. 摄影 动词photograph的现在分词.

285 placed 1 [pleɪst] adj. 名列前茅的（多指赛马）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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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policies 1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 lː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288 powerfully 1 ['pauəfəli] adv.强大地；强烈地；非常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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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princeton 1 ['prinstən] n.普林斯顿（美国新泽西州中部的自治市镇）

291 profited 1 英 ['prɒfɪt] 美 ['prɑ fːɪt] n. 利润；收益；利益 vi. 得益；获利 vt. 有益于

292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293 promises 1 ['prɒmɪsɪz] n. 承诺 名词promise的复数形式.

294 publicly 1 ['pʌblikli] adv.公然地；以公众名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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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putting 1 ['putiŋ] n.投掷；（高尔夫球）打球入洞 v.放置（put的ing形式）；轻击球；使球入洞的轻击（putt的ing形式）

297 rac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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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racial 1 ['reiʃəl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299 raise 1 [reiz] vt.提高；筹集；养育；升起 vi.上升 n.高地；上升；加薪 n.(Raise)人名；(英)雷兹

300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301 recommendations 1 建议

302 religion 1 [ri'lidʒən] n.宗教；宗教信仰

303 renty 1 朗蒂

304 reparations 1 [repə'reɪʃnz] n. 赔款

305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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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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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7 rich 1 adj.富有的；肥沃的；昂贵的 adj.油腻的，含有很多脂肪 n.(Rich)人名；(丹)里克；(捷)里赫；(英、西)里奇；(葡、法)里什

308 richest 1 ['rɪtʃɪst] adj. 最富有的，最丰富的（形容词rich的最高级）

309 r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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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人名；(英)赖特

310 Robbins 1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
311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12 scholarships 1 奖学金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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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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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selling 1 ['seliŋ] n.销售；出售 v.出售（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(Selling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塞林

316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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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318 shaped 1 [ʃeipt] adj.合适的；成某种形状的；有计划的 vt.发展；成形（shape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

319 shocking 1 ['ʃɔkiŋ] adj.令人震惊的；可怕的，令人厌恶的；糟糕的 v.感到震惊；震动；冲突（shock的ing形式）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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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322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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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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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sold 1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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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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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speaking 1 ['spi:kiŋ] adj.演讲的；富于表情的，雄辩的 n.说话；演讲 v.讲（speak的ing形式）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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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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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spent 1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
334 still 1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335 stori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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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6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337 stud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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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studying 1 ['stʌdi] n. 研究；学习；学科；书房；(绘画或文学)习作；练习曲；沉思；记忆力…的人；台词记得…的人 v. 研究；
学习；读书；仔细观察；努力

339 successfully 1 [sək'sesfəli] adv.成功地；顺利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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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sugar 1 ['ʃugə] n.糖；食糖；甜言蜜语 vt.加糖于；粉饰 vi.形成糖 n.(Sugar)人名；(英)休格

342 taught 1 [tɔ:t] v.教授（teach的过去分词）

343 teaching 1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344 theories 1 ['θɪərɪz] n. 理论 名词theory的复数形式

345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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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Thomas 1 ['tɔməs] n.托马斯（男子名）；多马（耶稣十二门徒之一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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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thrive 1 [θraiv] vi.繁荣，兴旺；茁壮成长

350 thrived 1 [θraɪv] vi. 兴旺；繁荣；茁壮成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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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1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352 treatment 1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353 tribes 1 特里韦斯

354 tries 1 [traɪ] v. 试验；尝试；设法；努力；审判；考验 n. 尝试；试验；（橄榄球）持球触地得分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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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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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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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Venus 1 ['vi:nəs] n.[天]金星；维纳斯（爱与美的女神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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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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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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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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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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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5 weak 1 [wi:k] adj.[经]疲软的；虚弱的；无力的；不牢固的

366 wealth 1 [welθ] n.财富；大量；富有
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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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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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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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371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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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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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4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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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wounds 1 ['wuːndz] n. 伤口 名词woun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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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wrongs 1 英 [rɒŋ] 美 [rɔː ŋ] adj. 错误的；有毛病的；不适当的；不道德的 adv. 错误地 n. 不义行为；坏事；犯罪；欺骗；错误；不
公正 v. 冤枉；不公正地对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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