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6-22 [Education Report] US High Court Says Religious
Schools Can Get Public Money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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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ademy 1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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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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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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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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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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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mendment 1 [ə'mendmənt] n.修正案；改善；改正

11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2 and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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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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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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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ssistance 1 [ə'sistəns] n.援助，帮助；辅助设备

17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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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 Bangor 2 ['bæŋgɔ:] n.班格尔（北爱尔兰城市名）

19 bar 1 n.条，棒；酒吧；障碍；法庭 vt.禁止；阻拦 prep.除……外 n.(Bar)人名；(阿拉伯、德、法、俄、罗、捷、波、葡、以)巴
尔

20 bars 1 [bɑːz] n. 马齿龈 名词bar的复数形式.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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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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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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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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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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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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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30 cas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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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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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34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35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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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hoice 1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38 choosing 1 v.选择；决定（choos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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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hurc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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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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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laims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
42 coach 1 n.教练；旅客车厢；长途公车；四轮大马车 vt.训练；指导 vi.作指导；接受辅导；坐马车旅行 n.蔻驰（皮革品牌）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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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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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onsideration 1 [kən,sidə'reiʃən] n.考虑；原因；关心；报酬

46 constitution 1 n.宪法；体制；章程；构造；建立，组成；体格

47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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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our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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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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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dan 1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52 decision 3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53 decisions 1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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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56 destroy 1 [di'strɔi] vt.破坏；消灭；毁坏

57 directed 1 [di'rektid, dai-] adj.定向的；经指导的；被控制的 v.指导；管理（dir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8 disagreed 1 [ˌdɪsə'ɡriː ] v. 不同意；不一致；有分歧；不适应；不适宜

59 discrimination 2 [dis,krimi'neiʃən] n.歧视；区别，辨别；识别力

60 dismantle 2 [dis'mæntl] vt.拆除；取消；解散；除掉…的覆盖物 vi.可拆卸

61 d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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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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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door 1 [dɔ:] n.门；家，户；门口；通道 n.(Door)人名；(英)多尔

64 education 5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65 end 1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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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equivalent 2 [i'kwivələnt] adj.等价的，相等的；同意义的 n.等价物，相等物

68 excluded 1 [ɪk'skluːd] vt. 排除；阻止；拒绝接受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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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families 3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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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favored 1 [feivəd] adj.有利的；受到优待的；受到喜爱的 v.赞成；宠爱；帮助（favor的过去分词）；给…以恩惠

73 file 1 n.文件；档案；文件夹；锉刀 vt.提出；锉；琢磨；把…归档 vi.列队行进；用锉刀锉 n.(File)人名；(匈、塞)菲莱

74 filed 1 [faɪl] n. 档案；卷宗；文件；锉刀，指甲锉 vt. 把 ... 归档；提出(申请书、议案等)

75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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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fixing 1 ['fiksiŋ] n.固定；安装；设备；修理 v.固定（fix的现在分词）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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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8 football 1 ['fut,bɔ:l] n.足球，橄榄球 vi.踢足球；打橄榄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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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fought 1 [fɔ:t] v.战斗（fight的过去分词）；打架

81 framer 1 ['fræmə] n.组成者；筹划者

82 freedoms 1 n. 自由；五大航权（freedom的复数）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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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fuel 1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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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games 1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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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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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90 gradually 1 ['grædjuəli] adv.逐步地；渐渐地

91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伯、
巴基)哈伊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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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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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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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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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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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immediately 2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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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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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1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2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
103 justic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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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4 justices 1 [d'ʒʌstɪsɪz] 公平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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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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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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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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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lawsuit 1 ['lɔ:sju:t] n.诉讼（尤指非刑事案件）；诉讼案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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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legal 2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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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liberal 1 ['libərəl] adj.自由主义的；慷慨的；不拘泥的；宽大的 n.自由主义者 n.(Liberal)人名；(葡)利贝拉尔

114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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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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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7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118 Maine 6 [mein] n.缅因州（美国州名）

119 majority 2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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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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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2 midfield 1 ['mid,fi:ld] n.中场（球场中央部分） adj.中场的

123 Missouri 1 [mi'zuəri] n.密苏里（美国州名）

124 money 8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25 Montana 1 [mɔn'tænə] n.蒙大纳（美国州名）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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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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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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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8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29 novak 1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130 of 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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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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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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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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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orderly 1 ['ɔ:dəli] adj.有秩序的；整齐的；值班的 n.勤务兵；传令兵；护理员 adv.顺序地；依次地

137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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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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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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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pays 1 n.（法）国家；[劳经]报酬（pay的复数） v.支付（pay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ays)人名；(法)佩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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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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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playground 1 n.运动场，操场；游乐场

145 pray 1 [prei] vt.祈祷；恳求；央求 vi.祈祷；请；恳求 n.(Pray)人名；(匈)普劳伊；(英)普雷

146 private 4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147 program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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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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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protections 1 [prə'tekʃnz] 保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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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public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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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push 1 vt.推动，增加；对…施加压力，逼迫；按；说服 vi.推进；增加；努力争取 n.推，决心；大规模攻势；矢志的追求

153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154 records 1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155 religion 2 [ri'lidʒən] n.宗教；宗教信仰

156 religious 12 [ri'lidʒəs] adj.宗教的；虔诚的；严谨的；修道的 n.修道士；尼姑

157 renewed 1 [ri'nju:d] adj.更新的；复兴的；重建的 v.更新；恢复（renew的过去分词）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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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160 Roberts 1 ['rɔbəts] n.罗伯茨（姓氏）

161 rule 2 [ru:l] vi.统治；管辖；裁定 n.统治；规则 vt.统治；规定；管理；裁决；支配 n.(Rule)人名；(英)鲁尔；(塞)鲁莱

162 ruled 3 [ru lː] n. 规则；条例；习惯；统治；直尺 v. 支配；统治；画直线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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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4 rul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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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sai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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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same 1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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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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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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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schools 12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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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sen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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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separately 1 ['sepəritli] adv.分别地；分离地；个别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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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177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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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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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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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sonia 1 ['səunjə] n.索尼亚（女子名）

181 sotomayor 1 索托马约尔

182 stat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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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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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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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students 2 [st'juːdnts] 学生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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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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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supreme 4 [sju'pri:m, sə-] adj.最高的；至高的；最重要的 n.至高；霸权

189 teachers 1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190 temple 1 ['templ] n.庙宇；寺院；神殿；太阳穴 n.(Temple)人名；(法)唐普勒；(英)坦普尔

191 tha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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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the 3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193 their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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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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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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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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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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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to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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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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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Tuesday 2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02 tuition 3 [tju:'iʃən] n.学费；讲授

203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04 us 2 pron.我们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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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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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208 Vermont 1 [və:'mɔnt] n.佛蒙特州（美国州名，略作VT）

209 violates 2 ['vaɪəleɪt] v. 侵犯；违反；扰乱；亵渎；强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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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wall 1 [wɔ:l] n.墙壁，围墙；似墙之物 vt.用墙围住，围以墙 adj.墙壁的 n.(Wall)人名；(英)沃尔；(德、芬、捷、瑞典)瓦尔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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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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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15 waterville 1 n. 沃特维尔(在加拿大；西经 71º52' 北纬 45º16')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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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218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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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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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writing 1 ['raitiŋ] n.书写；作品；著作；[法]笔迹 v.书写（write的ing形式）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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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wrote 3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24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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