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1-01 [Education Report] US High Court Reviews Race
Consideration in College Admissio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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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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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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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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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race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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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t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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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to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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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 cour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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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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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university 6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11 admissions 5 [əd'mɪʃnz] 招生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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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 consideration 5 [kən,sidə'reiʃən] n.考虑；原因；关心；报酬

14 group 5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5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6 justice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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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 admission 4 [əd'miʃən] n.承认；入场费；进入许可；坦白；录用

18 against 4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9 diverse 4 [dai'və:s, di-] adj.不同的；多种多样的；变化多的

20 for 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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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ruled 4 [ru lː] n. 规则；条例；习惯；统治；直尺 v. 支配；统治；画直线

23 students 4 [st'juːdnts] 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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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unc 4 abbr. 不流通的(=uncirculated) Unc. abbr. 通用命名标准（=Universal Naming Conversion）

26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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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called 3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28 different 3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29 Harvard 3 ['hɑ:vəd] n.哈佛大学；哈佛大学学生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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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nation 3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32 policies 3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 lː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33 schools 3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34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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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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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actions 2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37 al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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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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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o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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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rought 2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41 college 2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42 colleges 2 ['kɒlɪdʒɪz] 高校

43 considerations 2 [kənsɪdə'reɪʃnz] 对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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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46 courts 2 英 [kɔː t] 美 [kɔː rt] n. 法院；庭院；宫廷；球场；奉承 v. 献殷勤；追求；招致；设法获得

47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48 hearing 2 ['hiəriŋ] n.听力；审讯，听讯 v.听见（hear的ing形式） n.(Hearing)人名；(英)希尔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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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lower 2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51 national 2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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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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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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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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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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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58 security 2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59 society 2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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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student 2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62 texas 2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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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universities 2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 rːsəti] n. 大学

65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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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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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academies 1 [ə'kædəmi] n. 学院；学会；专科学校

68 accusations 1 n.指责( accusation的名词复数 ); 指控; 控告; （被告发、控告的）罪名

69 ac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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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71 activist 1 ['æktivist] n.积极分子；激进主义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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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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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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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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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agreed 1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78 alito 1 n. 阿利托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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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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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82 applicants 1 n.申请人，求职人( applicant的名词复数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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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84 argued 1 英 ['ɑːɡju ]ː 美 ['ɑ rːɡju ]ː v. 说服；争论；辩论

85 arguments 1 ['ɑːɡjʊmənts] n. 争论 名词argument的复数形式.

86 Asian 1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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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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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Austin 1 ['ɔ:stin] n.奥斯丁（人名）；英国制汽车牌名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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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bars 1 [bɑːz] n. 马齿龈 名词ba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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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94 blac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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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Blum 1 [blu:m] n.布卢姆

96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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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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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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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101 ca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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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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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Caty 1 卡蒂

104 characteristic 1 [,kærəktə'ristik] adj.典型的；特有的；表示特性的 n.特征；特性；特色

105 characteristics 1 [ˌkærɪktə'rɪstɪk] n. 特性；特征；特点 名词characteristic的复数形式.

106 clarence 1 ['klærəns] n.一种双座四轮马车 n.(Clarence)人名；(英、西、南非)克拉伦斯；(法)克拉朗斯；(葡)克拉伦塞

107 closer 1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
108 clue 1 [klu:] n.线索；（故事等的）情节 vt.为…提供线索；为…提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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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
111 conservative 1 [kən'sə:vətiv] adj.保守的 n.保守派，守旧者

112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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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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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116 critical 1 ['kritikəl] adj.鉴定的；[核]临界的；批评的，爱挑剔的；危险的；决定性的；评论的

117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18 decisions 1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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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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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dispute 1 [dis'pju:t, 'dis-] vt.辩论；怀疑；阻止；抗拒 vi.争论 n.辩论；争吵

122 diversity 1 [dai'və:səti] n.多样性；差异

123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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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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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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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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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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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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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educational 1 [,edju:'keiʃənəl] adj.教育的；有教育意义的

130 Edward 1 ['edwəd] n.爱德华（男子名）

131 elena 1 [ə'leinə; 'elənə] n.埃琳娜（女子名，等于Helen）

132 Elizabeth 1 [i'lizəbəθ] n.伊丽莎白（女子名）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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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135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136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137 fair 1 [fεə] adj.公平的；美丽的，白皙的；[气象]晴朗的 adv.公平地；直接地；清楚地 vi.转晴 n.展览会；市集；美人 n.(Fair)人
名；(英、芬)费尔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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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favoring 1 ['feivəriŋ] adj.顺利的；有帮助的 v.支持；喜欢（favor的ing形式）

140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141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142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143 finish 1 ['finiʃ] vt.完成；结束；用完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结束；完美；回味（葡萄酒）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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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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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founder 1 ['faundə] vi.失败；沉没；倒塌；变跛 vt.破坏；使摔倒；垮掉 n.创始人；建立者；翻沙工

148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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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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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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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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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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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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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157 hearings 1 n.听力( hearing的名词复数 ); 听觉; 听力所及的距离; 听证会

158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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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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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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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Jackson 1 ['dʒæksn] n.杰克逊（男子名）；杰克逊（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城市）

163 justices 1 [d'ʒʌstɪsɪz] 公平

164 kagan 1 n. 卡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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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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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leadership 1 ['li:dəʃip] n.领导能力；领导阶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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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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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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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俄)利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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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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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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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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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74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175 Michigan 1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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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minorities 1 英 [maɪ'nɒrəti] 美 [maɪ'nɔː rəti] n. 少数；少数民族；未成年

178 minority 1 n.少数民族；少数派；未成年

179 neutral 1 ['nju:trəl] adj.中立的，中性的；中立国的；非彩色的 n.中立国；中立者；非彩色；齿轮的空档

180 newest 1 [nu ɪːst] adj. 最新的 形容词new的最高级形式.

181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182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183 officers 1 n.军官，人员（officer复数形式）

184 oldest 1 ['əuldist] adj.最老的（old的最高级）；最旧的

185 opposition 1 [,ɔpə'ziʃən] n.反对；反对派；在野党；敌对

186 organized 1 ['ɔ:gənaizd] adj.有组织的；安排有秩序的；做事有条理的 v.组织（organize的过去分词）

187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88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89 overturning 1 英 [əʊvə'tɜːnɪŋ] 美 [oʊvə'tɜːnɪŋ] n. 倒转；推翻 动词overturn的现在分词.

190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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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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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pipelines 1 ['paɪplaɪn] n. 管道；管线；渠道 v. 用管道运输

194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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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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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precedents 1 [p'resɪdənts] n. 先例；引用单元格 名词precedent的复数形式.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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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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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201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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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204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205 record 1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206 rejected 1 ['riː dʒekt] vt. 拒绝；排斥；驳回；丢弃 n. 不合格产品；被拒之人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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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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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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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reviews 1 [rɪ'vju ]ː n. 复习；回顾；检讨；评审 vt. 检阅；评论；温习；检讨 vi. 写评论

211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212 rulings 1 n.裁定，规定( ruling的名词复数 )

213 Samuel 1 ['sæmjuəl] n.撒母耳（希伯来先知）；塞缪尔（男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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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servic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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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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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sides 1 [saɪdz] n.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.

217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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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solicitor 1 [sə'lisitə] n.律师；法务官；募捐者；掮客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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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spring 1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222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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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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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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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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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tak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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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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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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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Thomas 1 ['tɔməs] n.托马斯（男子名）；多马（耶稣十二门徒之一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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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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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tim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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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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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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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us 1 pron.我们

240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241 voting 1 ['vəutiŋ] adj.投票的 n.投票；选举 v.投票（vote的ing形式）；选举

242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243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244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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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246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47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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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word 1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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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1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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