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7-09 [Education Report] Harvard, MIT Test New US Visa
Rul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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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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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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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and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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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t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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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 classes 9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7 Harvard 9 ['hɑ:vəd] n.哈佛大学；哈佛大学学生

8 of 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9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0 rul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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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students 8 [st'juːdnts] 学生

12 t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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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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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new 7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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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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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international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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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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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line 5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0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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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colleges 4 ['kɒlɪdʒɪz] 高校

22 mit 4 [mit] abbr.麻省理工学院（Massachu-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）；制造完整性试验（ManufacturingIntegrityTest）；主指令
带，主程序带，主控带（MasterInstructionTape） n.(Mit)人名；(柬)米；(泰)密

23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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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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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State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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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stud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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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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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0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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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united 4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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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visa 4 ['vi:zə] n.签证 vt.签发签证 n.(Visa)人名；(塞、芬)维萨

34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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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8 action 3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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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alth 3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41 is 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42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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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le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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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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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school 3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46 student 3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47 transfer 3 [træns'fə:] n.转让；转移；传递；过户 vi.转让；转学；换车 vt.使转移；调任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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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50 affects 2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51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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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53 ashamed 2 [ə'ʃeimd] adj.惭愧的，感到难为情的；耻于……的

54 atte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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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56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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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omes 2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58 cou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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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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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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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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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doctoral 2 ['dɔktərəl] adj.博士的；博士学位的；有博士学位的 n.博士论文

62 emergency 2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63 enforcement 2 [in'fɔ:smənt] n.执行，实施；强制

64 Feder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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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file 2 n.文件；档案；文件夹；锉刀 vt.提出；锉；琢磨；把…归档 vi.列队行进；用锉刀锉 n.(File)人名；(匈、塞)菲莱

66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67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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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hold 2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69 ice 2 [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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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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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July 2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72 later 2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73 nearly 2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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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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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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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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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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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paid 2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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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82 recklessness 2 ['reklisnis] n.鲁莽；轻率；不顾一切，不顾后果

83 remotely 2 adv.遥远地；偏僻地；（程度）极微地，极轻地

84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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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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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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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89 trum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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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tuition 2 [tju:'iʃən] n.学费；讲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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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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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Wednesday 2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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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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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with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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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99 wrote 2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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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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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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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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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adv 1 ['ædvɜːb] abbr. 副词（=adverb）

106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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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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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0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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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anthropology 1 [,ænθrə'pɔlədʒi] n.人类学 人类学家

113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114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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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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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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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Australian 1 [ɔ:'streɪljən] adj.澳大利亚的，澳大利亚人的 n.澳大利亚人



119 back 1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
后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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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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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benjamin 1 ['bendʒəmin] n.本杰明（男子名）；受宠爱的幼子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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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bing 1 n.堆；材料堆 n.必应（Bing，微软搜索引擎产品） n.（Bing）人名；（英、德、挪、匈）宾

125 Boston 1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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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28 Carnegie 1 [ka:'negi] n.卡内基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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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131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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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134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135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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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138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139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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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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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daily 1 ['deili] adj.日常的；每日的 n.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日常地；每日；天天 n.(Daily)人名；(英)戴利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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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denounced 1 [dɪ'naʊns] v. 谴责；告发；通告废除

145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146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47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148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
149 document 1 n.文件，公文；[计]文档；证件 vt.记录，记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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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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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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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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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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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embarrassed 1 [im'bærəst] adj.尴尬的；窘迫的 v.使...困窘；使...局促不安（embarrass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158 ending 1 ['endiŋ] n.结局；结尾

159 enforcing 1 英 [ɪn'fɔːs] 美 [ɪn'fɔːrs] vt. 强迫；强制；实施；执行；加强

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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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essentially 1 [i'senʃəli] adv.本质上；本来

162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163 Evans 1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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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66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167 exemption 1 [ig'zempʃən] n.免除，豁免；免税

168 experimental 1 [ek,speri'mentəl, ek's-] adj.实验的；根据实验的；试验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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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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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feels 1 [fiː l] v. 感觉；觉得；触摸；摸起来；认为；摸索 n. 感觉；触觉

172 finishing 1 ['finiʃiŋ] adj.最后的；终点的 n.完成，结束；最后的修整 v.完成（finish的ing形式）

173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174 fourth 1 [fɔ:θ] adj.第四的，第四个的；四分之一的 n.第四，月的第四日；四分之一 num.第四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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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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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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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gopalan 1 高普兰

179 Greater 1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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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guilty 1 ['gilti] adj.有罪的；内疚的

182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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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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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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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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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88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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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91 immigration 1 [,imi'greiʃən] n.外来移民；移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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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India 1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194 infections 1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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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97 Jonathan 1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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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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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kicking 1 ['kikiŋ] n.踢腿；反撞 adj.活泼热烈的；激动人心的 v.踢；反冲；加速；活跃（kick的ing形式）

200 lab 1 [læb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
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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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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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Lawrence 1 ['lɔrəns] n.劳伦斯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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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206 Lewis 1 ['lju:is] n.路易斯（男子名）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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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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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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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212 Massachusetts 1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
213 Mellon 1 ['melən] n.梅隆（姓氏）

214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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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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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
219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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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m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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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notice 1 ['nəutis] n.通知，布告；注意；公告 vt.通知；注意到；留心 vi.引起注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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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off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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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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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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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28 ought 1 [ɔ:t] aux.应该，应当；大概 vi.应该，应当；大概

229 overturn 1 [,əuvə'tə:n, 'əuvətə:n] vt.推翻；倾覆；破坏 vi.推翻；倾覆 n.倾覆；周转；破灭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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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pause 1 [pɔ:z] n.暂停；间歇 vi.暂停，停顿，中止；踌躇 n.(Pause)人名；(德)保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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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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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permitted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235 physics 1 ['fiziks] n.物理学；物理现象

236 Picard 1 皮卡尔 n.(Picard)人名；(法)皮卡尔；(英、德、葡)皮卡德

237 Pittsburgh 1 ['pitsbə:g] n.匹兹堡（美国一座城市）

238 pl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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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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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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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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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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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45 realistic 1 [,riə'listik, ,ri:-] adj.现实的；现实主义的；逼真的；实在论的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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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7 records 1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248 regard 1 [ri'gɑ:d, ri:-] n.注意；尊重；问候；凝视 vt.注重，考虑；看待；尊敬；把…看作；与…有关 vi.注意，注重；注视 n.
(Regard)人名；(西、意)雷加德；(法)勒加尔

249 reject 1 [ri'dʒekt] vt.拒绝；排斥；抵制；丢弃 n.被弃之物或人；次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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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tɪŋ] 美 [rɪ'pɔː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52 requests 1 [rɪ'kwest] n. 请求；要求 vt. 请求；要求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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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54 retain 1 [ri'tein] vt.保持；雇；记住

255 retaining 1 [ri'teiniŋ] adj.留住的；定位的；使固定的 v.保留（retain的ing形式）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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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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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roadblock 1 ['rəudblɔk] n.路障；障碍物 vi.设置路障

259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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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262 second 1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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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265 setting 1 ['setiŋ] n.环境；安装；布置；[天]沉落 v.放置；沉没；使…处于某位置（set的ing形式）

266 shame 1 [ʃeim] n.羞耻，羞愧；憾事，带来耻辱的人 vt.使丢脸，使羞愧 n.(Shame)人名；(科特)沙梅

267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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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8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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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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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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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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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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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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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suffering 1 ['sʌfəriŋ] n.受难；苦楚 adj.受苦的；患病的 v.受苦；蒙受（suffer的ing形式）

276 surpass 1 [sə'pɑ:s, -'pæs] vt.超越；胜过，优于；非…所能办到或理解

277 surpassed 1 英 [sə'pɑːs] 美 [sər'pæs] vt. 超越；胜过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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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280 telling 1 ['teliŋ] adj.有效的；生动的；显著的 n.命令；叙述；吐露真情 v.告诉；讲述（tell的ing形式）；命令 n.(Telling)人名；(英)
特林

281 test 1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

282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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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85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86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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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us 1 pron.我们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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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visas 1 ['viː zə] n. 签证 vt. 办理签证

291 welcome 1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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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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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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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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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7 wor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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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8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99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人名；(英)朗

300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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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