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7-14 [Education Report] More Colleges, States Back Legal
Action over Foreign Student Rul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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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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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tion 4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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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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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v 1 ['ædvɜːb] abbr. 副词（=adverb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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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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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gencies 1 ['eɪdʒənsi] n. 代理；代理处；政府机构

11 agree 1 [ə̍ ɡriː ] vt.同意，赞成；承认；约定，商定 vi.vi.同意，意见一致；约定，商定

12 airport 1 ['εəpɔ:t] n.机场；航空站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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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lliance 2 [ə'laiəns] n.联盟，联合；联姻

15 allow 1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
16 allowing 1 [ə'laʊ] vt. 允许；让某人得到；留出；同意（法律） vi. (for)考虑到；允许

17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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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0 and 1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1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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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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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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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rriving 1 [ə'raɪv] vi. 到达；到来；成功

25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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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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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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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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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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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acked 1 [bækt] adj.有背的；有财力支持的 v.支持；使后退（back的过去分词）

32 bans 1 n.禁令（ban的复数）；结婚预告（等于banns） n.（Bans）人名；（西）班斯；（法）邦斯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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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5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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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egin 2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38 Belarus 1 n.白罗斯（白罗斯共和国，欧洲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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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40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41 blindside 1 ['blaind'said] vt.攻其不备

42 blindsided 1 [b'laɪndsaɪdɪd] v. 攻击无防备的一侧; 使不愉快地感到意外 adj. 钻进死胡同的；思想僵化的

43 block 1 n.块；街区；大厦；障碍物 vt.阻止；阻塞；限制；封盖 adj.成批的，大块的；交通堵塞的 n.(Blo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芬、罗)布洛克

44 Boston 2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
45 brief 2 [bri:f] adj.简短的，简洁的；短暂的，草率的 n.摘要，简报；概要，诉书 vt.简报，摘要；作…的提要 n.(Brief)人名；(英)布
里夫

46 briefs 1 [bri:fs] n.[图情]摘要（brief的复数）；三角裤；贴身的短内裤 v.作…的摘要（brief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Briefs)人名；
(德、英)布里夫斯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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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brought 2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49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50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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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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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alifornia 2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53 campuses 2 ['kæmpəs] n. 校园；场地 adj. 校园的

54 capital 1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
55 cas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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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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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58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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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
61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62 classes 5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63 classrooms 2 [k'læsruːmz] 教室

64 college 2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65 colleges 7 ['kɒlɪdʒɪz] 高校

66 communities 2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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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69 contribution 1 [,kəntri'bju:ʃən] n.贡献；捐献；投稿

70 contributions 2 [kɒntrɪb'ju ʃːnz] 贡献

71 core 1 [kɔ:] n.核心；要点；果心；[计]磁心 vt.挖...的核 n.(Core)人名；(英)科尔；(西、意)科雷

72 coronavirus 2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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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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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cour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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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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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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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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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83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84 duke 1 [dju:k, du:k] n.公爵，（公国的）君主；公爵（种）樱桃 n.(Duke)人名；(西、俄、瑞典、英)杜克

85 duration 2 n.持续，持续的时间，期间 [语音学]音长，音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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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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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89 emergency 3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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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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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entering 1 ['entəriŋ] v.进入（enter的ing形式）；录入；键入

93 envy 2 ['envi] n.嫉妒，妒忌；羡慕 vt.嫉妒，妒忌；羡慕 vi.感到妒忌；显示出妒忌

94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95 Evans 1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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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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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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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exists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
100 f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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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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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filed 1 [faɪl] n. 档案；卷宗；文件；锉刀，指甲锉 vt. 把 ... 归档；提出(申请书、议案等)

103 flight 1 [flait] n.飞行；班机；逃走 vt.射击；使惊飞 vi.迁徙 n.(Flight)人名；(英)弗莱特

104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5 forces 3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106 forcing 1 ['fɔ:siŋ] adj.强迫的；强制的；施加压力的 n.强迫 v.强迫（force的变形）；强制

107 foreign 4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108 Francisco 1 [fræn'siskəu] n.弗朗西斯科（男子名，等于Francis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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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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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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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guidance 1 ['gaidəns] n.指导，引导；领导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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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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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harms 1 英 [hɑːm] 美 [hɑːrm] n. 危害；伤害；损害 vt. 伤害；损害

118 Harvard 2 ['hɑ:vəd] n.哈佛大学；哈佛大学学生

119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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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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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22 hearing 1 ['hiəriŋ] n.听力；审讯，听讯 v.听见（hear的ing形式） n.(Hearing)人名；(英)希尔林



123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124 higher 3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125 homeland 1 ['həumlænd] n.祖国；故乡

126 Hopkins 1 ['hɔpkinz] n.霍普金（姓氏）

127 ice 10 [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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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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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in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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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1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132 inexplicably 2 [in'eksplikəbli] adv.说不清的；无法说明地；令人难以理解地

133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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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institutions 1 [ɪnstɪt'ju ʃːnz] n. 体系 名词institution的复数.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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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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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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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ivy 1 ['aivi] adj.常春藤联盟的 n.常春藤 n.(Ivy)人名；(英)艾维，艾薇(女名)

141 Johns 1 [dʒɔnz] n.约翰斯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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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Jonathan 1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144 judge 2 [dʒʌdʒ] vt.判断；审判 n.法官；裁判员 vi.审判；判决 n.(Judge)人名；(英)贾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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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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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lasts 1 英 [lɑːst] 美 [læst] v. 持续；维持 adj. 最近的；上一个的；末尾的；最后的 adv. 最后；最近一次 n. 最后来的人（或发生的
事）；鞋楦(做鞋的模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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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la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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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lawsuits 1 n. 诉讼，法律诉讼；控诉（lawsuit的复数形式）

151 league 1 [li:g] n.联盟；社团；范畴 vt.使…结盟；与…联合 vi.团结；结盟 n.(League)人名；(英)利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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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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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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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legal 7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156 length 1 [leŋθ, leŋkθ] n.长度，长；时间的长短；（语）音长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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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lose 1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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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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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march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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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Massachusetts 2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
164 measured 1 ['meʒəd] adj.量过的；慎重的；基于标准的；有规则的 v.测量，判断（measur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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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million 1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
167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168 Minsk 1 [minsk] n.明斯克（白俄罗斯首都）

169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170 mo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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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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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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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174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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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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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notify 1 ['nəutifai] vt.通告，通知；公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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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numb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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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of 1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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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84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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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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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ongoing 1 ['ɔn,gəuiŋ, 'ɔ:n-] adj.不间断的，进行的；前进的 n.前进；行为，举止

187 online 5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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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opening 1 ['əupəniŋ] n.开始；机会；通路；空缺的职位 adj.开始的 v.开放（open的ing形式）；打开；公开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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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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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93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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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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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196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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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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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pl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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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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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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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policy 5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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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presidents 1 [p'rezɪdənts] n. 总统

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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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prevented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
207 previously 1 ['pri:vju:sli] adv.以前；预先；仓促地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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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10 reconsider 1 [,ri:kən'sidə] vt.重新考虑；重新审议 vi.重新考虑

211 regardless 1 adj.不管的；不顾的；不注意的 adv.不顾后果地；不管怎样，无论如何；不惜费用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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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214 reopening 1 英 [ˌriː 'əʊpən] 美 [ˌriː 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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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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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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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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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220 risks 1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
221 rul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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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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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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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San 1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
225 say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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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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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schools 7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29 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230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
231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232 shoc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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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signed 1 [saind] adj.有符号的；已签字的；有正负之分的 v.署名；写下；预示；示意（sign的过去分词）

234 sixteen 1 ['siks'ti:n] adj.十六的，十六个的 num.十六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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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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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stanford 1 ['stænfəd] n.斯坦福（姓氏，男子名）；斯坦福大学（美国一所大学）

238 st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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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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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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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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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students 14 [st'juːdnts] 学生

243 subject 1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
244 submitted 1 [səb'mɪt] vt. 使服从；使屈服；提交；递交；认为 vi. 屈从

245 suggesting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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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supporting 1 [sə'pɔ:tiŋ] adj.支持的；辅助性的；次要的 n.支持；支承面 v.支持；供养（support的ing形式）

248 surprise 1 [sə'praiz] n.惊奇，诧异；突然袭击 vt.使惊奇；奇袭 adj.令人惊讶的

249 suspend 1 [sə'spend] vt.延缓，推迟；使暂停；使悬浮 vi.悬浮；禁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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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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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ta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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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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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temporary 1 ['tempərəri] adj.暂时的，临时的 n.临时工，临时雇员

256 tha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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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t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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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the 6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59 their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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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61 they 8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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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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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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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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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6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67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(英)特沃德

268 transfer 2 [træns'fə:] n.转让；转移；传递；过户 vi.转让；转学；换车 vt.使转移；调任

269 transition 2 [træn'siʒən, -'ziʃən, trɑ:n-] n.过渡；转变；[分子生物]转换；变调

270 trum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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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72 tuition 1 [tju:'iʃən] n.学费；讲授

273 turn 1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274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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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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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universities 5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ːrsəti] n. 大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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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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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valuable 1 ['væljuəbl] adj.有价值的；贵重的；可估价的 n.贵重物品

282 Virginia 1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
283 visa 2 ['vi:zə] n.签证 vt.签发签证 n.(Visa)人名；(塞、芬)维萨

284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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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6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

287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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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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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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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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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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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4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95 wrote 2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96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97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