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0-26 [Education Report] Should High School Graduates Do a
Year of Servic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o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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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 and 1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 or 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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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service 1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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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in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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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of 1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7 for 1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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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the 1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10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 national 8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12 Moore 7 [muə; mɔ:] n.摩尔（男子名）

13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4 do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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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she 6 [ʃi:] pron.她（主格）；它（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、船舶、地球、月亮等） n.女人；雌性动物 n.(She)人名；(中)佘(普通话
·威妥玛)

16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7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8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9 graduates 5 ['ɡrædʒuət] n. 毕业生 vt. 毕业；标以刻度；定等级 vi. 毕业；获学位；逐渐变得 adj. 毕业的；获得学位的

20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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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2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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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volunteers 5 英 [ˌvɒlən'tɪə(r)] 美 [ˌvɑ lːən'tɪr] n. 志愿者；(自行生长的)植物 v. (自愿)做

24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25 would 5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26 year 5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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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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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ennett 4 ['benit] n.班尼特（男子名，等于Benedict）

30 college 4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31 community 4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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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perso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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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program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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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school 4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36 someone 4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37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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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americorps 3 n. “美国军团”

39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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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41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42 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43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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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hi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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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idea 3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46 job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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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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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migh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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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programs 3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50 s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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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should 3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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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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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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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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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57 alliance 2 [ə'laiəns] n.联盟，联合；联姻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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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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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anyone 2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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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backgrounds 2 ['bækɡraʊndz] 时代背景

63 b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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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bandow 2 n. 班多

65 challenging 2 ['tʃælindʒiŋ] adj.挑战的；引起挑战性兴趣的 v.要求；质疑；反对；向…挑战；盘问（challenge的ing形式）

66 constitution 2 n.宪法；体制；章程；构造；建立，组成；体格

67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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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reate 2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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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empathy 2 n.神入；移情作用；执着 n.感同身受；同感；共鸣

71 experience 2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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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governor 2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
74 graduate 2 ['grædʒuət, -eit, 'grædjueit, -dʒu-] vt.授予…学位；分等级；标上刻度 vi.毕业；渐变 n.研究生；毕业生 adj.毕业的；研究生的

75 groups 2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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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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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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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9 l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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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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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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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mandatory 2 ['mændətəri:, -,tɔ:ri] adj.强制的；托管的；命令的 n.受托者（等于mandatary）

82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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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next 2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84 nightmare 2 ['naitmεə] n.恶梦；梦魇般的经历 adj.可怕的；噩梦似的

85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86 opportunity 2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
87 organization 2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88 organizations 2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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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pl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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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political 2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92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93 proposed 2 英 [prəʊ'pəʊzd] 美 [prə'poʊzd] adj. 被提议的

94 p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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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泰、缅)布

95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96 receive 2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97 required 2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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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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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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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102 together 2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103 unique 2 [ju:'ni:k] adj.独特的，稀罕的；[数]唯一的，独一无二的 n.独一无二的人或物 n.(Unique)人名；(英)尤妮克

104 unsure 2 [,ʌn'ʃuə] adj.不确定的；不肯定的；没有自信的

105 very 2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
106 violate 2 ['vaiəleit] vt.违反；侵犯，妨碍；亵渎

107 voluntary 2 ['vɔləntəri] adj.自愿的；志愿的；自发的；故意的 n.志愿者；自愿行动

108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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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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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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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1 wor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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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works 2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113 wrote 2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114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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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address 1 vt.演说；从事；忙于；写姓名地址；向…致辞；与…说话；提出；处理 n.地址；演讲；致辞；说话的技巧；称呼

117 administrative 1 [əd'ministrətiv] adj.管理的，行政的

118 adulthood 1 ['ædʌlthud, ə'dʌlt-] n.成年；成人期

119 advice 1 [əd'vais] n.建议；忠告；劝告；通知

120 afterschool 1 英 ['ɑ fːtəsku lː] 美 ['ɑ fːtə'sku lː] adj. 课外的；供课外活动用的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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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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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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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25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126 applauded 1 [ə'plɔː d] vi. 拍手喝彩 vt. 称赞；赞成；鼓掌

127 approach 1 [ə'prəutʃ] n.方法；途径；接近 vt.接近；着手处理 vi.靠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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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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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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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assisting 1 [ə'sɪst] vt. 帮助；协助 vi. 帮助；出席 n. 帮助；协助；助攻；协助的器械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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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3 attend 1 [ə'tend] vt.出席；上（大学等）；照料；招待；陪伴 vi.出席；致力于；照料；照顾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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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becomes 1 [bɪ'kʌm] v. 变成；成为；变得；适合（某人）；使（人）显得漂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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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bill 1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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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builds 1 [bɪld] v. 建造；开发；创建；逐渐增强 n. 体格；身材

140 buttigieg 1 布蒂吉格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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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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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
144 campaign 1 [kæm'pein] vi.作战；参加竞选；参加活动 n.运动；活动；战役

145 candidate 1 n.候选人，候补者；应试者

146 candidates 1 ['kændɪdeɪts] n. 申请求职者；候选人；投考者 名词candidate的复数形式.

147 career 1 n.生涯；职业；事业；速度，全速 adj.作为毕生职业的 vi.全速前进，猛冲

148 caring 1 ['kεəriŋ] adj.有同情心的；表示或感到关怀或关心的 v.关心；照顾（care的现在分词）

149 Cato 1 n.卡托（姓氏；特指美国卡托研究所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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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cleaning 1 ['kli:niŋ] n.清洗；清除；去污；大败 v.清洁（clean的ing形式）

152 Clinton 1 n.克林顿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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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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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156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157 concluded 1 [kən'kluːd] vt. 推断出；缔结；使结束 vi. 结束；总结；作决定；作协议

158 conflict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159 congress 1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
160 connect 1 [kə'nekt] vt.连接；联合；关连 vi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

161 connects 1 [kə'nekt] v. 连接；接通；联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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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64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165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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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degree 1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
168 democratic 1 [,demə'krætik,-kəl] adj.民主的；民主政治的；大众的

169 democrats 1 ['deməkræts] n.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.

170 differences 1 ['dɪfərəns] n.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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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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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diploma 1 [di'pləumə] n.毕业证书，学位证书；公文，文书；奖状 vt.发给…毕业文凭

174 disaster 1 [,di'zɑ:stə] n.灾难，灾祸；不幸

175 divided 1 [di'vaidid] adj.分裂的；分开的；有分歧的 v.分开（divide的过去分词）；分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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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178 doug 1 [daug] n.道格

179 dream 1 [dri:m] vi.梦想；做梦，梦见；想到 n.梦想，愿望；梦 vt.梦想；做梦；想到 adj.梦的；理想的；不切实际的

180 earned 1 ['ɜːnd] adj. 挣得的；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81 easier 1 [英 ['i:zɪə] 美 ['i:zɪr]] adj.更简单；容易些（easy的比较级形式）；较早的

182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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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emotions 1 英 [ɪ'məʊʃənz] 美 [ɪ'moʊʃənz] n. 情感 名词emotion的复数形式.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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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enjoyable 1 adj.快乐的；有乐趣的；令人愉快的

187 enter 1 ['entə] vt.进入；开始；参加 vi.参加，登场；进去 n.[计]输入；回车 n.(Enter)人名；(英)恩特

188 environmental 1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189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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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192 expand 1 [ik'spænd] vt.扩张；使膨胀；详述 vi.发展；张开，展开

193 expansion 1 [ik'spænʃən] n.膨胀；阐述；扩张物

194 expectation 1 [,ekspek'teiʃən] n.期待；预期；指望

195 experienced 1 [ik'spiəriənst] adj.老练的，熟练的；富有经验的

196 experiences 1 英 [ɪk'spɪəriəns] 美 [ɪk'spɪriəns] n. 经验；经历 v. 经历；体验；感受

197 failed 1 [feild] adj.已失败的，不成功的 v.失败，不成功（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98 favor 1 vt.较喜欢；像；优惠，偏袒；有利于；赐予；证实 n.帮助；赞同；偏爱，喜爱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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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201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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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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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205 frightens 1 ['fraɪtn] vt. 使惊吓；害怕 vi. 惊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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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208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209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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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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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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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214 Hillary 1 ['hiləri:] n.希拉里（美国现任国务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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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216 impossible 1 [im'pɔsəbl] adj.不可能的；不可能存在的；难以忍受的；不真实的 n.不可能；不可能的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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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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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interesting 1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
221 intern 1 [in'tə:n, 'intə:n] n.实习生，实习医师 vt.拘留，软禁 vi.作实习医师

222 internship 1 ['intə:nʃip] n.实习生；（美）实习期；实习医师职位

223 issue 1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
224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25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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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228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229 kristen 1 n. 克里斯滕; 克丽丝滕

230 large 1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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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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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liberty 1 ['libəti] n.自由；许可；冒失 n.(Liberty)人名；(英)利伯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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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
236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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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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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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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marginalize 1 ['mɑ:dʒinəlaiz] vt.排斥；忽视；使处于社会边缘；使脱离社会发展进程

241 marginalized 1 英 ['mɑːdʒɪnəlaɪz] 美 ['mɑ rːdʒɪnəlaɪz] vt. 使边缘化；忽略；排斥

242 markets 1 英 ['mɑːkɪt] 美 ['mɑ rːkɪt] n. 市场；集市 v. 销售；推销；买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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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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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mccain 1 n. 麦凯恩

246 mentor 1 n.指导者，良师益友 vt.指导

247 mentorship 1 ['mentɔ:ʃip] n.导师制，辅导教师；师徒制

248 military 1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249 nationwide 1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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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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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objective 1 [əb'dʒektiv, ɔb-] adj.客观的；目标的；宾格的 n.目的；目标；[光]物镜；宾格

253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254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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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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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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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participat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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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59 pa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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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peace 1 [pi:s] n.和平；平静；和睦；秩序 n.(Peace)人名；(英)皮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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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62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263 pete 1 [pi:t] n.保险箱，银箱

264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265 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266 powerless 1 ['pauəlis] adj.无力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，无权的

267 profit 1 ['prɔfit] n.利润；利益 vi.获利；有益 vt.有益于 n.(Profit)人名；(法)普罗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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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public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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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71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272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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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religious 1 [ri'lidʒəs] adj.宗教的；虔诚的；严谨的；修道的 n.修道士；尼姑

275 republicans 1 n.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.

276 requiring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277 rul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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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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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sailor 1 ['seilə] n.水手，海员；乘船者 n.(Sailor)人名；(英)赛勒

280 serve 1 [sə:v] vt.招待，供应；为…服务；对…有用；可作…用 vi.服役，服务；适合，足够；发球；招待，侍候 n.发球，轮到发
球 n.(Serve)人名；(法)塞尔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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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share 1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
283 shared 1 英 [ʃeəd] 美 [ʃerd] adj. 共享的；共用的 v. 分享，共享；分配；共有（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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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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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skills 1 技能

288 sleeping 1 ['sli:piŋ] adj.睡着的 n.睡眠

289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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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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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socioeconomic 1 ['səusiəu,i:kə'nɔmik, -ʃi-] adj.社会经济学的

292 soldier 1 ['səuldʒə] n.军人；[昆]兵蚁；懒汉；一片烤面包 vi.当兵；磨洋工；坚持干；假称害病

293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294 st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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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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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steps 1 n.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（=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）；台阶，步骤（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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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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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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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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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sup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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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supporters 1 [sə'pɔː 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
303 supports 1 [sə'pɔː ts] n. 支持

304 teaches 1 ['tiː tʃɪz] v. 教；教导；教授；教训（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05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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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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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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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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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10 undermine 1 [,ʌndə'main] vt.破坏，渐渐破坏；挖掘地基

311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312 understanding 1 [,ʌndə'stændiŋ] n.谅解，理解；理解力；协议 adj.了解的；聪明的；有理解力的 v.理解；明白（understand的ing
形式）

313 unimportant 1 英 [ˌʌnɪm'pɔː tnt] 美 [ˌʌnɪm'pɔː rtnt] adj. 不重要的

314 universal 1 [,ju:ni'və:səl] adj.普遍的；通用的；宇宙的；全世界的；全体的 n.一般概念；普通性

315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316 unlike 1 [,ʌn'laik] adj.不同的，不相似的 prep.和…不同，不像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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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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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20 values 1 ['væljʊz] n. 价值观念；价值标准 名词value的复数形式.

321 veteran 1 ['vetərən] n.老兵；老手；富有经验的人；老运动员 adj.经验丰富的；老兵的

322 veterans 1 ['vetərənz] n. 退伍军人 名词vetera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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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voices 1 n. 声音 名词voice的复数形式. abbr. 音控识别计算机输入系统(=Voice Operated Identification Computer Entry System)

325 volunteer 1 [,vɔlən'tiə] n.志愿者；志愿兵 adj.志愿的 vi.自愿 vt.自愿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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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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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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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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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wes 1 [wes] n.韦斯（Wesley的昵称，男子名）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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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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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335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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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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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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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
340 younger 1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
341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342 youth 1 n.青年；青春；年轻；青少年时期 n.(Youth)《芳华》（电影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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