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5-11 [Education Report] Schools that Removed Police Officers
Bring Them Back 词频表词频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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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to 3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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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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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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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that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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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schools 15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7 students 14 [st'juːdnts] 学生

8 for 1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9 police 13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
10 mor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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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with 1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2 and 1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3 officers 10 n.军官，人员（officer复数形式）

14 school 9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15 a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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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bu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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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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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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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funding 6 ['fʌndiŋ] n.提供资金；用发行长期债券的方法来收回短期债券 v.提供资金；积存（fund的ing形式）

20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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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2 SRO 6 =Singly Resonant Oscillator 单共振振荡器

23 county 5 ['kaunti] n.郡，县

24 enforcement 5 [in'fɔ:smənt] n.执行，实施；强制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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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law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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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likely 5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28 tha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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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0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31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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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 bac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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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5 city 4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36 districts 4 ['dɪstrɪkt] n. 地区；行政区 vt. 把 ... 划分成区

37 found 4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38 health 4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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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mental 4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40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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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policing 4 [pə'liː s] n. 警察；警方 v. 维持治安；管辖；监督

42 removed 4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43 sros 4 [s'rɒz] n. 专门试验操作图表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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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time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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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white 4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47 black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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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enter 3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49 cut 3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50 district 3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51 incidents 3 ['ɪnsɪdənts] 事件

52 integrity 3 [in'tegrəti] n.完整；正直；诚实；廉正

53 public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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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referred 3 [rɪ'fɜ rːɪd] v. 归类(谈及；送交；参考；指点；折合) 动词re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5 shooting 3 ['ʃu:tiŋ] n.射击；打猎；摄影；射门 v.射击（shoot的ing形式）

56 student 3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57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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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voted 3 英 [vəʊt] 美 [voʊt] n. 选举权；投票；选举；投票结果 v. 表决；选举；投票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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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61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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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angeles 2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63 argue 2 ['ɑgju:] vi.争论，辩论；提出理由 vt.辩论，争论；证明；说服 n.(Argue)人名；(英、法)阿格

64 arrests 2 [ə'rest] vt. 逮捕；拘留 n. 逮捕；拘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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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67 bring 2 vt.拿来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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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harges 2 [t'ʃɑːdʒɪz] n. 费用

69 criminal 2 ['kriminəl] n.罪犯 adj.刑事的；犯罪的；罪恶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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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fight 2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72 g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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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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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half 2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75 happen 2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76 hi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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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hire 2 [haiə] n.雇用，租用；租金，工钱 vt.雇用；出租 vi.雇用，租用；受雇

78 including 2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79 interactions 2 [ɪntə'rækʃnz] 相互作用

80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81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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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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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largest 2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83 Los 2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英)洛斯

84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85 Montgomery 2 [mənt'gʌməri] n.蒙哥马利（姓氏）；蒙哥马利（英国郡名）

86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87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88 odds 2 [ɔdz] n.几率；胜算；不平等；差别

89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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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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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pl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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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presen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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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problems 2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95 programs 2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96 remo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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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safety 2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98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99 serious 2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100 shown 2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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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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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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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stud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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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106 third 2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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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09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110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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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12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113 advice 1 [əd'vais] n.建议；忠告；劝告；通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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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agreements 1 [əɡ'riː mənts] n. 协定

116 Alexandria 1 [,ælig'zɑ:ndriə] n.亚历山大港（位于埃及）；亚历山大市（美国弗吉尼亚一城市）；亚历山大大帝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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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amir 1 [ə'miə] n.埃米尔（穆斯林国家的酋长等称号）；贵族 n.(Amir)人名；(阿拉伯、以、英)阿米尔(参见Emir)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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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121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122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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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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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arrest 1 [ə'rest] vt.逮捕；阻止；吸引 n.逮捕；监禁 n.(Arrest)人名；(德)阿雷斯特

126 arrested 1 [ə'restɪd] adj. 逮捕的 动词arr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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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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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129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130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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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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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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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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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budget 1 ['bʌdʒit] n.预算，预算费 vt.安排，预定；把…编入预算 vi.编预算，做预算 adj.廉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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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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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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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0 Chicago 1 [ʃi'kɑ:gəu] n.芝加哥（美国中西部城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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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citation 1 [sai'teiʃən] n.引用，引证；[法]传票；褒扬

143 citations 1 [saɪ'teɪʃnz] 引文

144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145 civil 1 ['sivəl] adj.公民的；民间的；文职的；有礼貌的；根据民法的 n.(Civil)人名；(土)吉维尔；(法)西维尔

146 columbine 1 ['kɔləmbain] adj.鸽的；似鸽的；鸽色的 n.耧斗菜

147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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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150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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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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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crimes 1 [k'raɪmz] 犯罪

154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155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156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57 defund 1 从…抽回资金

158 departments 1 [dɪ'pɑ tːmənts] 政府部门

159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60 disabilities 1 [ˌdɪsə'bɪləti] n. 无力；无能；残疾；不利条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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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eighth 1 [eitθ, eiθ] adj.第八的；八分之一的 num.第八；八分之一

163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164 elementary 1 [,eli'mentəri] adj.基本的；初级的；[化学]元素的

165 eleven 1 [i'levən] n.十一；十一个 adj.十一的；十一个的 num.十一；十一个

166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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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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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70 exchange 1 [iks'tʃeindʒ] n.交换；交流；交易所；兑换 vt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 vi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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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172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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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fifth 1 [fifθ] adj.第五的；五分之一的 n.第五；五分之一 num.第五

175 fights 1 [faɪt] n. 战斗；打架；斗志 vt. 打架；对抗 vi. 奋斗；斗争；争吵

176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177 floyd 1 [flɔid] n.弗洛伊德（男子名）

178 follow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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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9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180 fund 1 [fʌnd] n.基金；资金；存款 vt.投资；资助 n.(Fund)人名；(德)丰德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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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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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grade 1 [greid] n.年级；等级；成绩；级别；阶段 vt.评分；把…分等级 vi.分等级；逐渐变化 n.(Grade)人名；(英)格雷德；(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塞、瑞典)格拉德

184 Greater 1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
185 guns 1 ['ɡʌnz] 枪炮

186 handled 1 adj.有把手的；有把柄的 v.使用；负责；触摸；指挥（handle的过去分词）

187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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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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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help 1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190 hiring 1 ['haiəriŋ] n.雇用；租用 v.雇用（hire的ing形式）

191 hook 1 [huk] n.挂钩，吊钩 vt.钩住；引上钩 vi.钩住；弯成钩状 n.(Hook)人名；(德、荷)霍克；(英)胡克

192 ideas 1 观念

193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194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5 increases 1 [ɪn'kriː s] v. 增加；提高 n. 增加；增强；提高

196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97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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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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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201 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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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203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204 judge 1 [dʒʌdʒ] vt.判断；审判 n.法官；裁判员 vi.审判；判决 n.(Judge)人名；(英)贾奇

205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206 justice 1 ['dʒʌstis] n.司法，法律制裁；正义；法官，审判员 n.(Justice)人名；(英)贾斯蒂斯，贾斯蒂丝(女名)

207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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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largely 1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
210 l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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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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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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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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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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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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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217 liberties 1 英 ['lɪbəti] 美 ['lɪbərti] n. 自由；自由权；冒失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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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likelihood 1 ['laiklihud] n.可能性，可能

220 linked 1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
221 made 1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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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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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Maryland 1 ['mεərilænd] n.马里兰（美国州名）

225 mean 1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
226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227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228 Minneapolis 1 [,mini'æpəlis] n.明尼阿波里斯市（美国一座城市）

229 Minnesota 1 [,mini'səutə] n.明尼苏达州（美国中北部洲）

230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231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32 much 1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233 murder 1 ['mə:də] vt.谋杀，凶杀 n.谋杀，凶杀 vi.杀人，犯杀人罪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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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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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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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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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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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occur 1 [ə'kə:] vi.发生；出现；存在

240 occurred 1 [ə'kɜːd] adj. 发生的 动词occu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41 officer 1 ['ɔfisə, 'ɔ:-] n.军官，警官；公务员，政府官员；船长 vt.指挥 n.(Officer)人名；(英)奥菲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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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244 opponents 1 [ə'pəʊnənts] 对手

245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246 otherwise 1 adv.否则；另外；在其他方面 adj.另外的；其他方面的；原本，本来 conj.其他；如果不；然后

247 p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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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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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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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personnel 1 [,pə:sə'nel] n.人事部门；全体人员 adj.人员的；有关人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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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possibility 1 [,pɔsə'biləti] n.可能性；可能发生的事物

253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254 post 1 [pəust] n.岗位；邮件；标杆 vt.张贴；公布；邮递；布置 vi.快速行进 n.(Po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捷、瑞典、荷)波斯特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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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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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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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泰、缅)布

258 racial 1 ['reiʃəl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259 redirect 1 [,ri:di'rekt, -dai-] vt.使改方向；重新寄送 adj.再直接的 n.再直接询问

260 refer 1 [ri'fə:] vi.参考；涉及；提到；查阅 vt.涉及；委托；归诸于；使…求助于

261 referrals 1 n. 推荐；下线（referral的复数）；参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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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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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64 resource 1 [ri'sɔ:s, -'zɔ:s, 'ri:s-, 'ri:z-] n.资源，财力；办法；智谋

265 resources 1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266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267 rethink 1 [ri:'θiŋk, 'ri:θiŋk] vt.重新考虑；再想 vi.重新考虑；再想 n.重新考虑；反思；新想法

268 robberies 1 英 ['rɒbəri] 美 ['rɑːbəri] n. 抢劫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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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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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salary 1 ['sæləri] vt.给...加薪；给...薪水 n.薪水

272 sandy 1 ['sændi] adj.沙地的；多沙的；含沙的 n.(Sandy)人名；(法、喀、罗、西、英)桑迪(教名Alasdair、Alastair、Alexander、
Alister、Elshender的昵称)

273 second 1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274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275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276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277 shootings 1 n.射击( shooting的名词复数 ); 打猎; 射击竞赛; （通常指犯罪行为的）开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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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80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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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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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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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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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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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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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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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88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89 totally 1 ['təutəli] adv.完全地

290 towards 1 [tə'wɔ:dz, tu-, 'təuədz, twɔ:dz] prep.朝，向；对于；有助于

291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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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Tulane 1 n. 图兰

294 unequal 1 [,ʌn'i:kwəl] adj.不平等的；不规则的；不胜任的 n.不等同的事物

295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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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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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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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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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wages 1 ['weɪdʒɪz] n. 工资；报酬；代价 名词wage的复数；动词wag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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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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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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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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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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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whitaker 1 ['hwitəkə] n.惠特克（姓氏）

306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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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8 wor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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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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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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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12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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