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5-18 [Education Report] Report Details Church-State Work
on Native Schools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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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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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countable 2 [ə'kauntəbl] adj.有责任的；有解释义务的；可解释的

4 acknowledge 3 [ək'nɔlidʒ] vt.承认；答谢；报偿；告知已收到

5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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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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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ffairs 2 英 [ə'feə(r)] 美 [ə'fer] n. 私通；事件；事务；事情

9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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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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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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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5 and 1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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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pologize 1 [ə'pɔlədʒaiz] vi.道歉；辩解；赔不是 vt.道歉；谢罪；辩白

18 apologized 1 [ə'plɒlədʒaɪzd] adj. 道歉的 动词apolog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9 apply 2 [ə'plai] vt.申请；涂，敷；应用 vi.申请；涂，敷；适用；请求

20 appointments 1 n. 约定（appointment的复数）；[船] 设备

21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22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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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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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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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 attacked 1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26 audience 1 [ˈɔː diəns] n.观众；听众；读者；接见；正式会见；拜会

27 b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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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anned 1 [bæn] v. 禁止；剥夺权利 n. 禁令；禁止

29 based 2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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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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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etween 3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35 boarding 8 ['bɔ:diŋ] n.木板；寄膳宿；上船 adj.供膳的 v.用木板遮住；收费为…供膳（board的ing形式）

36 bonnet 3 ['bɔnit] n.[机]阀盖；软帽 vt.给…装上罩；给…戴上帽子 n.(Bonnet)人名；(英)邦尼特；(法、意)博内；(德、西、葡、捷)
邦内特

37 Bradley 1 ['brædli] n.布兰得利（男子名）

38 brings 1 [brɪŋz] v. 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劝诱（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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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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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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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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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anada 3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43 catholic 2 ['kæθəlik] adj.天主教的；宽宏大量的 n.天主教徒；罗马天主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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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46 centuries 1 ['sentʃərɪz] n. 世纪 名词century的复数形式.

47 childhood 1 ['tʃaildhud] n.童年时期；幼年时代

48 children 3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49 Christian 2 ['kristjən; -tʃən] n.基督徒，信徒 adj.基督教的；信基督教的

50 Christianity 1 [,kristi'ænəti] n.基督教；基督教精神，基督教教义

51 Christianize 1 ['kristjənaiz] vt.使成基督徒

52 church 11 [tʃə:tʃ] n.教堂；礼拜；教派 adj.教会的；礼拜的 vt.领…到教堂接受宗教仪式 n.(Church)人名；(英)丘奇

53 churches 4 英 [tʃɜ tːʃ] 美 [tʃɜ rːtʃ] n. 礼拜仪式；教堂；基督教徒 adj. 教堂的 v. 把 ... 带到教堂接受某种宗教仪式

54 civilize 1 ['sivilaiz] vt.使文明；教化；使开化 vi.变得文明

55 clergy 1 ['klə:dʒi] n.神职人员；牧师；僧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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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oalition 1 [,kəuə'liʃən] n.联合；结合，合并

58 commissioner 1 [kə'miʃənə] n.理事；委员；行政长官；总裁

59 conduct 1 ['kɔndʌkt, kən'dʌkt] vi.导电；带领 vt.管理；引导；表现 n.进行；行为；实施

60 convention 1 [kən'venʃən] n.大会；[法]惯例；[计]约定；[法]协定；习俗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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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ou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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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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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Dakota 1 [də'kəutə] n.达科他（美国过去一地区名，现分为南、北达科他州） adj.达科他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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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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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deny 1 [di'nai] vt.否定，否认；拒绝给予；拒绝…的要求 vi.否认；拒绝

68 department 2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69 dependent 1 [di'pendənt] adj.依靠的；从属的；取决于…的 n.依赖他人者；受赡养者

70 desire 1 [di'zaiə] n.欲望；要求，心愿；性欲 vt.想要；要求；希望得到… vi.渴望 n.(Desire)人名；(刚(布)、英)德西雷

71 details 2 n.细节（detail的复数）；详细资料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三单形式）

72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73 discoveries 1 [dɪ'skʌvəri] n. 发现；发现物

74 dispossess 1 [,dispə'zes] vt.剥夺；使失去；逐出；霸占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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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document 1 n.文件，公文；[计]文档；证件 vt.记录，记载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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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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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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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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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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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84 emotional 1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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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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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episcopal 2 [i'piskəpəl] adj.主教的（副词episcopally）；主教管辖的；主教制度的；英国国教的

87 existence 1 [ig'zistəns] n.存在，实在；生存，生活；存在物，实在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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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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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Federal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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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field 1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92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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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4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95 foreign 1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96 former 2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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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Francis 1 ['frɑ:nsis] n.弗朗西斯（男子名，义为自由之人）

99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00 function 2 ['fʌŋkʃən] n.功能；[数]函数；职责；盛大的集会 vi.运行；活动；行使职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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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funds 1 [fʌndz] n.[会计]资金，现金（fund的复数）；基金 v.资助（fund的三单形式）；提供资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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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105 generations 1 [dʒenə'reɪʃnz] n. 世代

106 government 10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07 Graves 1 [grɑ:v] n.（法国）格拉夫葡萄酒

108 groups 3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109 half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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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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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uff 1 豪夫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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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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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healing 1 ['hi:liŋ] adj.能治愈的 n.康复 v.治疗（heal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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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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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18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19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20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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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identifies 1 [aɪ'dentɪfaɪ] vt. 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，认出；认明；把…看成一样 vi. 认同；感同身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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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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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i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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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6 India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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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indigenous 1 [in'didʒinəs] adj.本土的；土著的；国产的；固有的

128 influenced 1 ['ɪnfluəns] v. 影响；感染；<美俚>在(饮料)中加烈酒 n. 影响力；影响；权势；势力；有影响的人(或事物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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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initiative 1 n.主动权；首创精神；新方案；倡议 adj.主动的；自发的；起始的

130 institution 1 [,insti'tju:ʃən] n.制度；建立；（社会或宗教等）公共机构；习俗

131 interior 2 [in'tiəriə] n.内部；本质 adj.内部的；国内的；本质的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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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investigation 3 [in,vesti'geiʃən] n.调查；调查研究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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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5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6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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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its 4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38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139 July 2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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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Lakota 1 [lə'kəutə] n.拉科塔族

142 land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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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lands 1 [lændz] n. 平原；土地 名词land的复数形式.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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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
146 lawmakers 1 n.立法者(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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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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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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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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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Matthew 1 ['mæθju:] n.马太福音（新约第一卷）；马太（耶稣12门徒之一）；马修（姓氏，男子名）

153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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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156 missionaries 1 英 ['mɪʃənri] 美 ['mɪʃəneri] n. 传教士 adj. 传教的

157 missionary 1 ['miʃənəri] adj.传教的；传教士的 n.传教士

158 modernize 1 ['mɔdənaiz] vt.使…现代化 vi.现代化

159 money 4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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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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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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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164 native 1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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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66 neighboring 1 ['neibəriŋ] adj.邻近的；附近的（等于neighbouring） v.与…为邻；位于附近（neighbor的ing形式）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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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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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not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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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172 of 1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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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74 oglala 1 [ɔg'lɑ:lə] n.美国沃格拉拉族印第安人；沃格拉拉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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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O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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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operated 4 ['ɒpəreɪtɪd] v. 操作；运动；运算；作战；见效；完成；开刀 动词op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8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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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180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81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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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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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pain 1 [pein] n.疼痛；努力 vt.使…痛苦；使…烦恼 vi.感到疼痛；引起疼痛 n.(Pain)人名；(意)帕因；(俄)派因；(法)潘；(英)佩因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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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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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188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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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plans 2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191 policies 2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 lː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192 policy 3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93 pope 1 [pəup] n.教皇，罗马教皇；权威，大师

194 positions 1 [pə'ziʃənz] n.[水运]位置（position的复数）；定位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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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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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project 1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198 Protestant 1 ['prɔtistənt] adj.新教的；新教徒的 n.新教；新教徒

199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200 provided 2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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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religion 1 [ri'lidʒən] n.宗教；宗教信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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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remo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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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repor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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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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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07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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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09 reservation 1 [,rezə'veiʃən] n.预约，预订；保留

210 responsibility 2 [ri.spɔnsə'biliti] n.责任，职责；义务

211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212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213 rosebud 1 ['rəuzbʌd] n.玫瑰花蕾；蔷薇花蕾；妙龄少女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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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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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ru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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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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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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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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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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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schools 11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22 senate 1 ['senit] n.参议院，上院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

223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224 separated 1 ['sepəreitid] adj.分开的；分居；不在一起生活的 v.分开；隔开（sepa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25 separation 1 [,sepə'reiʃən] n.分离，分开；间隔，距离；[法]分居；缺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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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228 Sioux 2 [su:] adj.苏人的；苏语的 n.苏族（印第安人的一族，自称达科他Dakota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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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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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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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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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234 spiritual 1 ['spiritjuəl, -tʃuəl] n.圣歌（尤指美国南部黑人的） adj.精神的，心灵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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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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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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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stating 1 [steɪt] n. 情形；状态；国家；州；政府 adj. 国家的；州的；国事礼仪的 v. 陈述；声明；说明；规定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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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241 subject 1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
242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43 support 2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244 supported 1 [sə'pɔː tɪd] adj.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45 supreme 1 [sju'pri:m, sə-] adj.最高的；至高的；最重要的 n.至高；霸权

246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247 territories 1 英 ['terətri] 美 ['terətɔː ri] n. 领土；领域；版图；范围

248 testified 1 ['testɪfaɪ] v. 作证；证明；声明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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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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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the 6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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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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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55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56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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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ties 1 [taɪz] tie的复数形式

258 to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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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9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(英)特沃德

260 traditions 1 [trə'dɪʃnz] 传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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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treated 1 [triː tɪd] v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 vbl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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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3 treaty 1 ['tri:ti] n.条约，协议；谈判

264 tribal 1 ['traibəl] adj.部落的；种族的 n.(Tribal)人名；(法)特里巴尔

265 tribe 1 [traib] n.部落；族；宗族；一伙 n.(Tribe)人名；(英)特赖布

266 tribes 1 特里韦斯

267 truth 2 [tru:θ] n.真理；事实；诚实；实质

268 turning 1 ['tə:niŋ] n.转向；旋转；回转；转弯处 v.旋转（turn的ing形式）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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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us 4 pron.我们

271 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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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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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Vatican 1 ['vætikən] n.罗马教廷；梵蒂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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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vote 1 [vəut] n.投票，选举；选票；得票数 vt.提议，使投票；投票决定；公认 vi.选举，投票 n.(Vote)人名；(英、法)沃特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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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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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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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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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were 5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83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284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85 wider 1 [waɪdə] adj. 更宽的；更广阔的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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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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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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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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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0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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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人名；(英)朗

293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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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