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7-08 [Education Report] New Rules_ Foreign Students Must
Leave US if Classes Go Onlin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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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1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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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students 14 [st'juːdnts] 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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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ternational 12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8 online 1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9 or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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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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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classes 10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12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3 O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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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said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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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schools 9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16 be 8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7 their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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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thi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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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colleges 7 ['kɒlɪdʒɪz] 高校

20 fall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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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2 school 7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3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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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person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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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rule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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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some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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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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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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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 guidance 5 ['gaidəns] n.指导，引导；领导

32 wi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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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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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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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35 if 4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36 leave 4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37 mu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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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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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student 4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40 university 4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41 would 4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42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43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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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being 3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45 education 3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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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ice 3 [[ais] n.冰；冰淇淋；矜持；（俚）钻石 vt.冰镇；结冰 vi.结冰 adj.冰的 n.(Ice)人名；(英)艾斯；(法)伊斯

48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49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50 Monday 3 ['mʌndi] n.星期一

51 no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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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53 officials 3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54 someone 3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55 soon 3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56 trump 3 [trʌmp] n.王牌；法宝；喇叭 vt.胜过；打出王牌赢 vi.出王牌；吹喇叭 n.(Trump)人名；(英)特朗普

57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8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59 announced 2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0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61 Ashley 2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62 bounds 2 [baundz] n.界限；跳动（bound的复数） v.跳跃；弹回；限定；邻接（bound的三单形式） n.(Bounds)人名；(英)邦兹

63 campus 2 ['kæmpəs] n.（大学）校园；大学，大学生活；校园内的草地 n.(Campus)人名；(英)坎帕斯；(意、罗)坎普斯；(法)康皮
斯

64 cause 2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65 council 2 ['kaunsəl] n.委员会；会议；理事会；地方议会；顾问班子 n.(Council)人名；(英)康斯尔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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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criticized 2 ['krɪtɪsaɪz] v. 批评；挑剔；评论；非难；吹毛求疵

68 cruelty 2 ['kru:əlti] n.残酷；残忍；残酷的行为

69 depart 2 [di'pɑ:t] vi.离开；出发，起程；违反；去世 adj.逝世的

70 disease 2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71 forced 2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72 foreign 2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73 fully 2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74 given 2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75 happen 2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76 Harvard 2 ['hɑ:vəd] n.哈佛大学；哈佛大学学生

77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

78 higher 2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79 horrifying 2 ['hɔrifaiiŋ] adj.令人恐惧的；使人惊骇的 v.令人恐惧；使人毛骨悚然（horrify的ing形式）

80 immigration 2 [,imi'greiʃən] n.外来移民；移居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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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least 2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83 measures 2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84 move 2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85 number 2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
86 offer 2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87 offered 2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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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outbreak 2 ['autbreik, ,aut'breik] n.（战争的）爆发；（疾病的）发作 vi.爆发

90 pandemic 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91 place 2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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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plans 2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94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95 reasons 2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96 reopen 2 [,ri:'əupən] vt.使再开，使重开 vi.重开

97 r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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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risk 2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99 sanders 2 ['sændəz] n.檀香；砂纸 n.(Sanders)人名；(英)桑德斯(教名Alasdair、Alastair、Alexander、Alister、Elshender的昵称)；
(英、法、德、西、荷、瑞典)桑德斯

100 season 2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101 shock 2 [ʃɔk] n.休克；震惊；震动；打击；禾束堆 vt.使休克；使震惊；使震动；使受电击；把…堆成禾束堆 vi.感到震惊；受到
震动；堆成禾束堆 adj.浓密的；蓬乱的 n.(Shock)人名；(英)肖克

102 start 2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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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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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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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tak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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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08 Thompson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109 tuition 2 [tju:'iʃən] n.学费；讲授

110 twitter 2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
111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112 universities 2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ːrsəti] n. 大学

113 visas 2 ['viː zə] n. 签证 vt. 办理签证

114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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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117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118 wrote 2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

119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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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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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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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administrations 1 [ədmɪnɪst'reɪʃnz] 行政机关

125 adults 1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126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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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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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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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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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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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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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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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autumn 1 ['ɔ:təm] n.秋天；成熟期；渐衰期，凋落期 adj.秋天的，秋季的 n.(Autumn)人名；(英)奥特姆

137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138 barred 1 [bɑ:d] adj.被禁止的；有条纹的 v.（用栅栏）阻挡（bar的过去式）

139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140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
141 bernie 1 ['bə:ni] n.伯尼（男子名）；可卡因（等于cocaine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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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blame 1 ['bleim] vt.责备；归咎于 n.责备；责任；过失

144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145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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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campuses 1 ['kæmpəs] n. 校园；场地 adj. 校园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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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0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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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class 1 n.阶级；班级；种类；班；等级 vt.分类；把…分等级；把…归入某等级，把…看作（或分类、归类）；把…编入某一
班级 adj.极好的；很好的，优秀的，出色的 vi.属于…类（或等级），被列为某类（或某级） n.（英、德）克拉斯（人名）

153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
除；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154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155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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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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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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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161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

162 cruel 1 [英 ['kru:əl] 美 [ˈkruəl]] adj.残酷的，残忍的；使人痛苦的，让人受难的；无情的，严酷的

163 customs 1 ['kʌstəmz] n.海关；风俗（custom的复数）；习惯；关税

164 day 1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165 decisions 1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
166 delays 1 [dɪ'leɪ] v. 耽搁；推迟；延误 n. 耽搁；延期；推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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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depend 1 [di'pend] vi.依赖，依靠；取决于；相信，信赖

169 deported 1 英 [dɪ'pɔːt] 美 [dɪ'pɔːrt] vt. 驱逐出境；持...举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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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desire 1 [di'zaiə] n.欲望；要求，心愿；性欲 vt.想要；要求；希望得到… vi.渴望 n.(Desire)人名；(刚(布)、英)德西雷

172 disastrous 1 [di'zɑ:strəs] adj.灾难性的；损失惨重的；悲伤的

173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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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drop 1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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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178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179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180 enforcement 1 [in'fɔ:smənt] n.执行，实施；强制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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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
183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84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85 even 1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186 expecting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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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expression 1 [英 [ɪk'spreʃn] 美 [ɪkˈsprɛʃən] n.表现，表示，表达；表情，脸色，态度，腔调，声调；式，符号；词句，语句，措
辞，说法

189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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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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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fighting 1 ['faitiŋ] adj.战斗的；好战的；适于格斗的 n.战斗，搏斗 v.奋斗（fight的ing形式）；打仗；与…进行拳击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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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foreigners 1 英 ['fɒrənəz] 美 ['fɔ:rənəz] n. 外籍人员（名词foreigner的复数形式）

195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96 George 1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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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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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9 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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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greatly 1 ['greitli] adv.很，大大地；非常



202 grounds 1 [ɡ'raʊndz] n. 木砖 名词groun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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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205 grows 1 英 [ɡrəʊ] 美 [ɡroʊ] v. 增加；生长；变成；种植；逐渐开始

206 guidelines 1 ['ɡaɪdlaɪnz] n. 指导方针；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.

207 harmful 1 ['hɑ:mful] adj.有害的；能造成损害的

208 hartle 1 n. 哈特尔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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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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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avily 1 ['hevili] adv.沉重地；猛烈地；沉闷地

212 home 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213 horror 1 ['hɔrə] n.惊骇；惨状；极端厌恶；令人恐怖的事物

214 house 1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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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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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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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independent 1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
219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220 instruction 1 [in'strʌkʃən] n.指令，命令；指示；教导；用法说明

221 invite 1 [in'vait, 'invait] vt.邀请，招待；招致 n.邀请

222 journey 1 ['dʒə:ni] n.旅行；行程 vi.旅行 n.(Journey)人名；(英)朱尼，朱妮(女名)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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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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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knows 1 英 [nəʊ] 美 [noʊ] v. 了解；知道；认识 n. 知情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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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228 lawmaker 1 ['lɔ:,meikə] n.立法者

229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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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leaves 1 [li:vz] n.树叶；花瓣（leaf的复数） v.离开（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232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33 limits 1 ['lɪmɪts] n.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.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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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losing 1 ['lu:ziŋ] n.损失；失败 adj.输的；失败的；导致失败的 v.失去；损失（lose的ing形式）；错过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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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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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mix 1 [miks] vt.配制；混淆；使混和；使结交 vi.参与；相混合；交往 n.混合；混合物；混乱 n.(Mix)人名；(德、英)米克斯

239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240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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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243 nafsa 1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oreign Student Advisers 全国外国学生指导教师协会



244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245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246 occurrence 1 [ə'kə:rəns, -'kʌ-] n.发生；出现；事件；发现

247 offering 1 ['ɔfəriŋ, 'ɔ:-] n.提供；祭品；奉献物；牲礼 v.提供（offer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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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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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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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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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53 over 1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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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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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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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partly 1 ['pɑ:tli] adv.部分地；在一定程度上

258 party 1 n.政党，党派；聚会，派对；当事人[复数parties] vi.参加社交聚会[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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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yments 1 ['peɪmənts] 支付

261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62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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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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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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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267 presidents 1 [p'rezɪdənts] n. 总统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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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270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271 processing 1 n. 进程；步骤；数据处理；整理；配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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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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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puts 1 [pʊts] n.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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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77 rates 1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
278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279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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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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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requirement 1 [ri'kwaiəmənt] n.要求；必要条件；必需品

283 requirements 1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284 restart 1 [,ri:'stɑ:t, 'ri:stɑ:t] vi.[计]重新启动；重新开始 vt.[计]重新启动；重新开始 n.重新开始；返聘

285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

286 risky 1 ['riski] adj.危险的；冒险的；（作品等）有伤风化的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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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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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290 senator 1 ['senətə] n.参议员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议员；评议员，理事 n.(Senator)人名；(瑞典、斯威)塞纳托尔

291 senior 1 ['si:njə] adj.高级的；年长的；地位较高的；年资较深的，资格较老的 n.上司；较年长者；毕业班学生 n.(Senior)人名；
(英)西尼尔

292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293 sharp 1 adj.急剧的；锋利的；强烈的；敏捷的；刺耳的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；突然地 n.尖头 vt.磨快；把音调升高 vi.升音演奏
n.(Sharp)人名；(英)夏普

294 sharply 1 ['ʃa:pli]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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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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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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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299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300 spreads 1 [spred] v. 传播；展开；散布；铺开；伸展；涂撒 n. 范围；传播；差额；幅度；盛宴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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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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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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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staying 1 英 ['steɪɪŋ] 美 ['steɪŋ] n. 拉线(撑；刚性结合)；停留 动词stay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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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sudden 1 ['sʌdən] adj.突然的，意外的；快速的 n.突然发生的事

307 suffer 1 ['sʌfə] vt.遭受；忍受；经历 vi.遭受，忍受；受痛苦；经验；受损害 n.(Suffer)人名；(意)苏费尔

308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309 suspended 1 [sə'spendid] adj.悬浮的；暂停的，缓期的（宣判）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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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1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312 terry 1 ['teri] n.厚绒布；毛毛圈 adj.起毛毛圈的 n.(Terry)人名；(英、西、葡、法、塞)特里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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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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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316 threatened 1 ['θretənd] adj.受到威胁的 v.威胁（threaten的过去分词）

317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318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19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20 transfer 1 [træns'fə:] n.转让；转移；传递；过户 vi.转让；转学；换车 vt.使转移；调任

321 transferring 1 [træns'fɜ rːɪŋ] n. 转移；传递；传输 动词transfer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22 trapped 1 [træpt] adj. 陷入困境的；受到限制的 动词tra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23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324 trees 1 [triː 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的复数形式

325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326 upset 1 vt.使心烦；颠覆；扰乱 vi.翻倒 adj.心烦的；混乱的；弄翻的 n.混乱；翻倒；颠覆



327 urged 1 ['ɜːdʒd] v. 催促；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28 urgent 1 ['ə:dʒənt] adj.紧急的；急迫的

329 us 1 pron.我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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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ve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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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vice 1 [vais] n.恶习；缺点；[机]老虎钳；卖淫 prep.代替 vt.钳住 adj.副的；代替的 n.(Vice)人名；(塞)维采

333 visa 1 ['vi:zə] n.签证 vt.签发签证 n.(Visa)人名；(塞、芬)维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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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waiting 1 ['weitiŋ] n.等待；服侍 adj.等待的；服侍的 v.等待；伺候（wait的ing形式）；延缓 n.(Waiting)人名；(英)韦廷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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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38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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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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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342 winter 1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
温特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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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4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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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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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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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