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9-04 [Education Report] Maine Religious Schools Slow to
Accept State Money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5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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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chools 19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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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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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nd 1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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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h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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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is 1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 said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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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religious 10 [ri'lidʒəs] adj.宗教的；虔诚的；严谨的；修道的 n.修道士；尼姑

12 school 10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13 assistance 9 [ə'sistəns] n.援助，帮助；辅助设备

14 stat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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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Maine 8 [mein] n.缅因州（美国州名）

16 students 7 [st'juːdnts] 学生

17 thi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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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Christian 6 ['kristjən; -tʃən] n.基督徒，信徒 adj.基督教的；信基督教的

19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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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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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ca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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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program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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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tuition 5 [tju:'iʃən] n.学费；讲授

25 you 5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6 attorney 4 n.律师；代理人；检察官

27 Bangor 4 ['bæŋgɔ:] n.班格尔（北爱尔兰城市名）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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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cour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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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general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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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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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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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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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sexual 4 ['seksjuəl, -ʃuəl] adj.性的；性别的；有性的

35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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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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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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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40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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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a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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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omment 3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43 Frey 3 [frei] n.弗雷（司丰饶和平及耕耘之神）

44 gend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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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5 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46 include 3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47 legal 3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48 link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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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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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mu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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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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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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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orientation 3 n.方向；定向；适应；情况介绍

54 par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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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sex 3 [seks] n.性；性别；性行为；色情 vt.引起…的性欲；区别…的性别

56 slo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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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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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supreme 3 [sju'pri:m, sə-] adj.最高的；至高的；最重要的 n.至高；霸权

59 take 3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60 transgender 3 [,trænz'dʒendə(r)] n.跨性别；跨性别者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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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your 3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63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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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accepting 2 [ək'septiŋ] adj.承兑的；易接受的；赞同的 v.接受；同意；承担（责任等）（accept的ing形式）

65 act 2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66 action 2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67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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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ap 2 abbr.美国联合通讯社（AssociatedPress）；空气污染（AirPollution）；大气规划（AirProgram）；汇编程序
（AssemblyProgram） n.(Ap)人名；(中)鸭(广东话·威妥玛)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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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72 basis 2 ['beisis] n.基础；底部；主要成分；基本原则或原理

73 binda 2 n. 宾达

74 brought 2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75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76 Carson 2 ['kɑ:sən] n.卡尔森（姓氏，男子名）

77 cautious 2 ['kɔ:ʃəs] adj.谨慎的；十分小心的

78 confirmed 2 [kən'fə:md] adj.确认的；保兑的；坚定的；惯常的 v.确证；使坚定（confirm的过去分词）；批准

79 Conley 2 n. 康利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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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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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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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English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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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fall 2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83 families 2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84 fa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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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feels 2 [fiː l] v. 感觉；觉得；触摸；摸起来；认为；摸索 n. 感觉；触觉

86 financial 2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87 g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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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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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9 hands 2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
90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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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93 identity 2 [ai'dentəti] n.身份；同一性，一致；特性；恒等式

94 involv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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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5 laws 2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96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97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98 mrowka 2 姆罗夫卡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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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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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obey 2 [əu'bei] vt.服从，听从；按照……行动 vi.服从，顺从；听话 n.(Obey)人名；(英、法)奥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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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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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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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participate 2 vi.参与，参加；分享 vt.分享；分担 [过去式participated过去分词participated现在分词participating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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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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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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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public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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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questions 2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111 se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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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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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teachers 2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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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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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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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waterville 2 n. 沃特维尔(在加拿大；西经 71º52' 北纬 45º16')

120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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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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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123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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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25 Aaron 1 ['εərən] n.亚伦（男子名）；亚伦（摩西之兄，犹太教的第一祭司长）

126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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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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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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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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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133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34 antidiscrimination 1 [æntiː dɪskrɪmɪ'neɪʃn] adj. 反种族歧视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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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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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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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8 attending 1 adj.（医生）主治的 v.参加（attend的现在分词）；注意，听；照顾；[常用被动语态]（作为结果、情况）伴随

139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140 bans 1 n.禁令（ban的复数）；结婚预告（等于banns） n.（Bans）人名；（西）班斯；（法）邦斯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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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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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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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belong 1 [bi'lɔŋ] vi.属于，应归入；居住；适宜；应被放置

145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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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bot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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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brown 1 [braun] adj.棕色的，褐色的；太阳晒黑的 vi.变成褐色 n.褐色，棕色 vt.使变成褐色 n.(Brown)人名；(英、意、芬、捷、
德、法、西、葡)布朗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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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151 Carroll 1 ['kærəl] n.卡罗尔（罗马人的姓）

152 catholic 1 ['kæθəlik] adj.天主教的；宽宏大量的 n.天主教徒；罗马天主教

153 cen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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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certainly 1 ['sə:tənli] adv.当然；行（用于回答）；必定

155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156 civic 1 ['sivik] adj.市的；公民的，市民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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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159 criticized 1 ['krɪtɪsaɪz] v. 批评；挑剔；评论；非难；吹毛求疵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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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162 danger 1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
163 daughter 1 ['dɔ:tə] n.女儿；[遗][农学]子代 adj.女儿的；子代的

164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165 decide 1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166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67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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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169 disability 1 [,disə'biləti] n.残疾；无能；无资格；不利条件

170 discriminate 1 vt.歧视；区别；辨别 vi.区别；辨别

171 discrimination 1 [dis,krimi'neiʃən] n.歧视；区别，辨别；识别力

172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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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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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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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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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78 email 1 ['i:'meil] n.电子信函 vt.给…发电子邮件 n.(Email)人名；(法)埃马伊

179 employees 1 [ˌemplɔɪ'iː 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
180 ethnicity 1 [eθ'nisəti] n.种族划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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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183 famil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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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185 felt 1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186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187 financing 1 [fi'nænsiŋ] n.融资；财务；筹措资金 v.筹措资金；财政管理；从事金融活动（finance的ing形式）

188 firm 1 ['fə:m] adj.坚定的；牢固的；严格的；结实的 vt.使坚定；使牢固 vi.变坚实；变稳固 adv.稳固地 n.公司；商号

189 form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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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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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193 handed 1 ['hændid] adj.有手的；用...手的 v.帮助（hand的过去分词）；递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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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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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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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houlton 1 n. 霍尔顿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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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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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202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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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issued 1 ['ɪʃu ]ː n. 议题；问题；期刊号；一次发行额；发行；<律>子女 v. 发表；公布；正式发给；发行；流出

205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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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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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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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lawyer 1 ['lɔ:jə] n.律师；法学家 n.(Lawyer)人名；(英)劳耶

211 leads 1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
212 league 1 [li:g] n.联盟；社团；范畴 vt.使…结盟；与…联合 vi.团结；结盟 n.(League)人名；(英)利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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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lesbian 1 ['lezbiən] adj.[心理]女同性恋的 n.女同性恋者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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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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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217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218 Marcus 1 ['mɑ:kəs] n.马库斯（男子名）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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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0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221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222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223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224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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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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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nonprofit 1 adj.非盈利的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

228 northeastern 1 [,nɔ:θ'i:stən] adj.在东北的；东北方的；来自东北的

229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30 offers 1 英 ['ɒfə(r)] 美 ['ɔː fər] vt. 提供；提出；（卖方）出价；贡献 vi. 提议；出现；求婚 n. 提议；出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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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233 opposite 1 ['ɔpəzit, -sit] adj.相反的；对面的；对立的 n.对立面；反义词 prep.在…的对面 adv.在对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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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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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37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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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240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41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42 privat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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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processing 1 n. 进程；步骤；数据处理；整理；配制

244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245 pupils 1 ['pjuːplz] n. 瞳孔 n. 学生；小学生 名词pupil的复数形式.

246 que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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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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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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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250 reached 1 到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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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registered 1 ['redʒistəd] adj.注册的；记名的；登记过的；（家畜等）附有血统证明的

253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254 replies 1 [rɪ'plaɪ] v. 回答；答复；回应 n. 回答；答复

255 re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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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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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represented 1 [ˌreprɪ'zent] vt. 表现；表示；描绘；代表；象征；说明；阐明 vi. 提出异议

258 request 1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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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requirements 1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260 resolved 1 [ri'zɔlvd] adj.下定决心的；已解决的；断然的 v.解决；决定；分解；转变（resolve的过去分词）

261 return 1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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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264 risks 1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
265 Roman 1 ['rəumən] n.罗马人；古罗马语 adj.罗马的；罗马人的

266 ruled 1 [ru lː] n. 规则；条例；习惯；统治；直尺 v. 支配；统治；画直线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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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rural 1 ['ruərəl] adj.农村的，乡下的；田园的，有乡村风味的

269 sexuality 1 [,seksju'æliti, -ʃu] n.[胚]性别；性欲；性征；性方面的事情（比如性行为或性能力）

270 signed 1 [saind] adj.有符号的；已签字的；有正负之分的 v.署名；写下；预示；示意（sign的过去分词）

271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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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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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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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spokesperson 1 ['spəuks,pə:s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276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277 statements 1 [s'teɪtmənts] n. 报表；陈述；声明（名词statement的复数形式）

278 student 1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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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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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surprised 1 [sə'praizd] adj.感到惊讶的，出人意料的 v.使惊奇（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282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83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284 taxpayer 1 ['tæks,peiə] n.纳税人；所收租金只够支付地产税的建筑物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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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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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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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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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90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291 thinks 1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
292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293 tie 1 [tai] vt.系；约束；打结；与…成平局 vi.打结；不分胜负；被用带（或绳子等）系住 n.领带；平局；鞋带；领结；不分胜负
n.(Tie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治；(英)泰伊；(柬)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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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tom 1 n.雄性动物（尤指雄猫）；汤姆（人名） v.〈美口〉(像汤姆叔一样)逆来顺受

296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97 towns 1 n. 汤斯

298 troubled 1 ['trʌbld] adj.动乱的，不安的；混乱的；困惑的

299 tru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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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01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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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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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Virginia 1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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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VOA 1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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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warned 1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307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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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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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0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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