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3-18 [As It Is] US Government Rethinking Race, Ethnicity
Classifications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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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bo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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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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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ronym 1 ['ækrəunim] n.首字母缩略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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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
7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8 African 5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9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0 Alaska 1 [ə'læskə] n.阿拉斯加州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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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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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m 1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-ed
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14 American 8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5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6 ancestry 1 ['ænsestri] n.祖先；血统

17 and 2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8 andrew 2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19 anoth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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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nswers 1 英 ['ɑːnsə(r)] 美 ['ænsər] v. 回答；答复；接电话 n. 答案；回答；答复

21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22 Arab 1 ['ærəb] adj.阿拉伯的 n.阿拉伯人；阿拉伯马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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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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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sian 2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
26 asians 1 n. 亚洲人（Asian的复数）

27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28 asks 1 英 [ɑːsk] 美 [æsk] v. 询问；请求；邀请；要求；开价；期待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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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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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 Athens 1 ['æθinz] n.雅典（希腊首都）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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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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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5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6 besides 1 [bi'saidz] adv.此外；而且 prep.除…之外

37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38 black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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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lur 1 [blə:] vt.涂污；使…模糊不清；使暗淡；玷污 vi.沾上污迹；变模糊 n.污迹；模糊不清的事物

40 blurred 1 英 [blɜːd] 美 [blɜ rːd] adj. 模糊的；难辨的；记不清的 动词blu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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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udget 1 ['bʌdʒit] n.预算，预算费 vt.安排，预定；把…编入预算 vi.编预算，做预算 adj.廉价的

42 bureau 2 ['bjuərəu] n.局，处；衣柜；办公桌 n.(Bureau)人名；(法)比罗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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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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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yron 1 ['bairən] n.拜伦（男子名）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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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arries 1 ['kæri] v. 携带；运送；搬运；带有；传播；承载 n. 【计】进位；运载

48 categories 9 ['kætɪɡərɪz] n. 类别；种类；范畴 名词category的复数形式.

49 category 3 ['kætigəri] n.种类，分类；[数]范畴

50 census 3 ['sensəs] vt.实施统计调查 n.人口普查，人口调查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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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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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hanges 5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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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56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
57 civil 1 ['sivəl] adj.公民的；民间的；文职的；有礼貌的；根据民法的 n.(Civil)人名；(土)吉维尔；(法)西维尔

58 classification 1 [/,klæsifi'keiʃən/] n.分类；类别，等级

59 classifications 2 [klæsɪfɪ'keɪʃnz] 分类

60 classified 1 [/'klæsifaid] adj.分类的；类别的；机密的 n.分类广告 v.把…分类（classify的过去分词）

61 collected 1 [kə'lektid] adj.镇定的；收集成的 v.收集；聚集（collect的过去式）

62 collects 1 [kə'lekt] v. 收集；聚集；募捐；运走；使（自己）镇定

63 combine 1 [kəm'bain] vt.使化合；使联合，使结合 vi.联合，结合；化合 n.联合收割机；联合企业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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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commented 1 英 ['kɒment] 美 ['kɑːment] n. 注释；评论；闲话 v. 评论；注释

66 comments 3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67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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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continuation 1 [kən,tinju'eiʃən] n.继续；续集；延长；附加部分；扩建物

70 contribute 1 vt.贡献，出力；投稿；捐献 vi.贡献，出力；投稿；捐献 [过去式contributed过去分词contributed现在分词contributing]

71 contributes 1 [kən'trɪbju tː] vt. 捐助；投稿 vi. 投稿；贡献；是原因之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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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ount 1 [kaunt] vt.计算；认为 vi.计数；有价值 n.计数；计算；伯爵 n.(Count)人名；(法、德、南非)伯爵(欧洲贵族头衔)，康特(人
名)

74 counted 1 [kaʊnt] v. 计算；视为；依赖；重要，有价值 n. 计数；总数 n. 伯爵（欧洲国家的贵族头衔）

75 country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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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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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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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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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decided 2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82 decline 2 [di'klain] n.下降；衰退；斜面 vi.下降；衰落；谢绝 vt.谢绝；婉拒

83 deepening 1 ['di:pəniŋ] n.加深，延深；向下侵蚀 v.使深化；加深（deepen的现在分词）

84 deeply 1 ['di:pli] adv.深刻地；浓浓地；在深处

85 definition 1 [,defi'niʃən] n.定义；[物]清晰度；解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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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definitions 1 ['defɪnɪʃənz] n. 定义 名词definition的复数形式.

87 descendants 1 [dɪ'sendənts] n. 后代；后裔 名词descendant的复数形式.

88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89 detailed 1 ['di:teild, di'teild] adj.详细的，精细的；复杂的，详尽的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过去分词）

90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91 differently 1 ['difərəntli] adv.不同地；差异；各种

92 diminishing 1 [dɪ'mɪnɪʃɪŋ] n. 减小；削弱 动词diminish的现在分词.

93 disagree 1 [,disə'gri:] vi.不同意；不一致；争执；不适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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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discuss 1 [dis'kʌs] vt.讨论；论述，辩论

96 discussion 1 [dis'kʌʃən] n.讨论，议论

97 distinguish 2 [dis'tiŋgwiʃ] vt.区分；辨别；使杰出，使表现突出 vi.区别，区分；辨别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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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doctor 1 vt.修理；篡改，伪造；为…治病；授以博士学位 n.医生；博士 vi.就医；行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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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102 eastern 1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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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employment 1 [im'plɔimənt] n.使用；职业；雇用

105 enforce 1 [in'fɔ:s] vt.实施，执行；强迫，强制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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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enslaved 2 [ɪn'sleɪv] vt. 使做奴隶；使处于奴役的状态

108 ethnic 2 ['eθnik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109 ethnicity 3 [eθ'nisəti] n.种族划分

110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111 exact 1 adj.准确的，精密的；精确的 vt.要求；强求；急需 vi.勒索钱财

112 expanding 1 英 [ɪks'pændɪŋ] 美 [ɪk'spændɪŋ] adj. 扩展的；扩充的 动词expand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13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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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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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117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118 for 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19 foundation 1 [faun'deiʃən] n.基础；地基；基金会；根据；创立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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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further 1 ['fə:ðə] adv.进一步地；而且；更远地 adj.更远的；深一层的 vt.促进，助长；增进

122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
123 Georgia 1 ['dʒɔ:dʒjə] n.乔治亚州；格鲁吉亚（前苏联加盟共和国）；乔治娅（女子名）

124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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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127 Gonzalez 1 冈萨雷斯（人名）

128 government 6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29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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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grouping 1 ['gru:piŋ] n.分组，分类 v.分组（group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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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harder 1 [ha:də] adj.更难的；更努力的；更坚固的（hard的比较级） n.(Har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哈德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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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haskins 3 n. 哈斯金斯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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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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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Hawaiian 1 [hə'waijən] adj.夏威夷语的；夏威夷的 n.夏威夷人；夏威夷语

138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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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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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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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helpful 1 ['helpful] adj.有帮助的；有益的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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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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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heritage 1 ['heritidʒ] n.遗产；传统；继承物；继承权 n.(Heritage)人名；(英)赫里蒂奇

145 herself 1 [hə:'self] pron.她自己（she的反身代词）；她亲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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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
148 houda 1 胡达

149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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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152 ideas 1 观念

153 identifications 1 n.鉴定( identification的名词复数 ); 验明; 身份证明; 认同

154 identify 3 vt.确定；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；使参与；把…看成一样vi.确定；认同；一致

155 identities 1 [aɪ'dentəti] n. 一致；身份；特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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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immigrants 1 ['ɪmɪɡrənts] n. 移民；他国移入的动植物 名词immigrant的复数形式.

158 i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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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9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60 includes 2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161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162 India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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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indicate 1 ['indikeit] vt.表明；指出；预示；象征

164 information 3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65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66 interview 2 ['intəvju:] n.接见，采访；面试，面谈 vt.采访；接见；对…进行面谈；对某人进行面试

167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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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69 islander 1 ['ailəndə] n.岛上居民 n.(Islander)人名；(英)艾兰德

170 issu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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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172 i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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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japan 1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174 just 1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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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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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Lansing 1 ['lænsiŋ] n.兰辛（美国密执根州首府）

177 laws 1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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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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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ma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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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management 1 ['mænidʒmənt] n.管理；管理人员；管理部门；操纵；经营手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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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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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84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85 meetings 1 ['miː tɪŋz] n. 会议 名词meeting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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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mena 1 中东和北非； n.；米纳(在美国；西经 94º15' 北纬 34º40'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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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190 mike 2 n.扩音器，麦克风；话筒；休息,游手好闲 vi.使用扩音器；偷懒,游手好闲 vt.用扩音器传送；用窃听器窃听

191 mixing 2 ['mɪksɪŋ] n. 混合；混频 动词mix的现在分词.

192 mixture 1 ['mikstʃə] n.混合；混合物；混合剂

193 mo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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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most 1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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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my 2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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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nativ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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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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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02 nex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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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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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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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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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207 of 1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08 office 2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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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211 OMB 4 n. 外部无线电指点标(外部无线电信标)

212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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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on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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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onl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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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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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opinions 1 n.意见；评价（opinion的复数）；舆论

217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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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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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origin 1 ['ɔridʒin, 'ɔ:-] n.起源；原点；出身；开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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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21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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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pacific 1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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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people 8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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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pharmaceutical 1 [,fɑ:mə'sju:tikəl] adj.制药（学）的 n.药物

228 picture 1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
229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30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231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32 population 3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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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practice 1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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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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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public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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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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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p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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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questions 3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241 race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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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racial 3 ['reiʃəl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243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244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45 recognized 2 ['rekəɡnaɪzd] adj. 公认的；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46 reflect 1 vt.反映；反射，照出；表达；显示;反省 vi.反射，映现；深思

247 relate 1 [ri'leit] vt.叙述；使…有联系 vi.涉及；认同；符合；与…有某种联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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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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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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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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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52 rethinking 1 [ˌriː 'θɪŋk] v. 再想；再考虑 n. 再思考；反思

253 retired 1 [ri'taiəd] adj.退休的；退役的；幽闭的 v.退休（retire的过去分词）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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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rights 2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256 rooted 1 ['ru:tid, 'ru-] adj.根深蒂固的；生根的 v.生根（root的过去式）

257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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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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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60 schneider 1 ['ʃnaidə] n.西装店；裁缝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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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search 1 [sə:tʃ] vi.搜寻；调查；探求 vt.搜索；搜寻；调查；搜查；探求 n.搜寻；探究，查究 n.(Search)人名；(英)瑟奇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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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seeking 1 [siː 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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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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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s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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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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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269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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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smith 2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272 social 2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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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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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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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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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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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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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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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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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stud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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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sub 1 [sʌb] n.潜水艇；地铁；替补队员 vi.代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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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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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supports 1 [sə'pɔː ts] n. 支持

289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90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291 telephone 1 ['telifəun] n.（美）电话；电话机；电话耳机 vi.打电话 vt.打电话给…

292 terms 1 [tə:mz] n.地位，关系；[法]条款；术语；措辞；价钱（term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称为（term的三单形式）

293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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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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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the 4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96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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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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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themselves 2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299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00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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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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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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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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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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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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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306 tired 1 ['taiəd] adj.疲倦的；厌倦的，厌烦的 v.疲倦；对…腻烦（tir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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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08 truth 1 [tru:θ] n.真理；事实；诚实；实质

309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310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11 unclear 1 英 [ˌʌn'klɪə(r)] 美 [ˌʌn'klɪr] adj. 不清楚的；含混的

312 undercounted 1 英 ['ʌndə'kaʊnt] 美 [ˌʌndə'kaʊnt] vt. 少计 n. 不足的登记；不完全统计

313 understand 2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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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unjust 1 [,ʌn'dʒʌst] adj.不公平的，不公正的；非正义的

316 updating 1 [ʌp'deɪtɪŋ] adj. 更新的 动词upda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17 us 1 pron.我们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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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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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21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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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wa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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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325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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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7 w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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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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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weaken 1 ['wi:kən] vt.减少；使变弱；使变淡 vi.变弱；畏缩；变软弱

330 weakening 1 n.弱化；疲软；衰减 v.削弱（weaken的ing形式）

331 web 1 [web] n.网；卷筒纸；蹼；织物；圈套 vt.用网缠住；使中圈套 vi.形成网

332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
333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34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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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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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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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white 3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339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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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wish 1 [wiʃ] n.希望；祝福；心愿 vt.祝愿；渴望；向…致问候语 vi.愿望；需要 n.(Wish)人名；(英)威什
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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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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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5 worker 1 ['wə:kə] n.工人；劳动者；职蚁 n.(Worker)人名；(英)沃克

346 works 2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47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48 wrote 2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49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50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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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1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52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http://www.voase.cn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