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7-15 [Education Report] The Role of School Nurses During a
Pandemic 词汇表词汇表

1 aap 2 abbr. (美国)阿波罗应用计划(=Apollo Applications Program)

2 ab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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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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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ademy 1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
5 access 2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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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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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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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10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11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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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dministrators 1 [əd'mɪnɪstreɪtəz] n. 管理员 名词administrator的复数形式.

14 advice 1 [əd'vais] n.建议；忠告；劝告；通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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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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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18 agriculture 1 n.农业；农耕；农业生产；农艺，农学

19 Alice 2 ['ælis] n.爱丽丝（女子名）

20 a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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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22 also 6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23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24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25 amazing 1 [ə'meiziŋ] adj.令人惊异的 v.使吃惊（amaze的ing形式）

26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27 amplified 2 ['æmplɪfaɪ] adj. 放大的；增强的 动词ampl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8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9 and 2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0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31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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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33 argued 1 英 ['ɑːɡjuː] 美 ['ɑːrɡjuː] v. 说服；争论；辩论

34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35 a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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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aside 1 [ə'said] adv.离开，撇开；在旁边 n.旁白；私语，悄悄话；离题的话 prep.在…旁边

37 association 1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38 at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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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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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bacteria 1 [bæk'tiəriə] n.[微]细菌

42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3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44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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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egan 2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47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48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49 bill 2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
50 bit 1 n.[计]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老一套；一点，一块 vt.控制 adj.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 adv.有点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1 boat 2 [bəut] n.小船；轮船 vi.划船

52 boats 1 英 [bəʊt] 美 [boʊt] n. 船；船型物 v. 划船；放于船上；乘船

53 bri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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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55 Bryant 2 ['braiənt] n.布赖恩特（男子名，等于Brian）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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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budgets 1 ['bʌdʒɪt] n. 预算 vt. 编预算；为 ... 做预算 vi. 节省开支 adj. 廉价的；不贵的

58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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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by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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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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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amden 1 ['kæmdən] n.卡姆登（姓）

63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64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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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66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67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68 cents 1 [sents] n. 分，一分钱的硬币( cent的名词复数 )

69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70 changed 2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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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chemical 1 ['kemikəl] n.化学制品，化学药品 adj.化学的

73 children 6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74 chose 1 [英[tʃəʊz] 美[tʃoz]] v.choose的过去式,选择 n.【法律】物体；动产 n.(Chose)人名；(法)肖兹

75 Cities 2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76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77 clean 1 [kli:n] adj.清洁的，干净的；清白的 vt.使干净 vi.打扫，清扫 adv.完全地 n.打扫 n.(Clean)人名；(英)克林

78 closed 5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79 closure 1 ['kləuʒə] n.关闭；终止，结束 vt.使终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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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combe 6 [ku:m] n.（三面皆山或深入海中的）峡谷；深谷（等于coomb） n.(Combe)人名；(法)孔布；(西)孔贝；(英)库姆



82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83 comes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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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85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86 community 2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87 comparably 1 ['kɔmpərəbli] adv.同等地；可比较地

88 concerning 1 [kən'sə:niŋ] prep.关于；就…而言 v.涉及；使关心（concern的ing形式）；忧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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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conditions 2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91 congressional 1 [kən'greʃənəl] adj.国会的；会议的；议会的

92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93 Connecticut 1 n.美国康涅狄格州（位于美国东北部）

94 connection 1 n.连接；关系；人脉；连接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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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97 continued 4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
98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99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100 cooperative 1 [kəu'ɔpərətiv] adj.合作的；合作社的 n.合作社

101 coronavirus 4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102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103 costly 1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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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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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coverings 1 ['kʌvərɪŋz] n. 覆盖物

107 crisis 4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108 criticized 1 ['krɪtɪsaɪz] v. 批评；挑剔；评论；非难；吹毛求疵

109 cuts 2 [kʌts] n.切口；（分摊到的）份额；近路（cut的复数） v.剪（cu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[机]切割；砍倒

110 cutting 1 ['kʌtiŋ] n.[机]切断；剪辑；开凿 adj.锋利的；严寒的；尖酸刻薄的 v.削减（cut的ing形式）；采伐；切开 n.(Cutting)人
名；(英)卡廷

111 dai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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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d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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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deciding 1 [di'saidiŋ] adj.决定性的；无疑的 v.决定（decide的现在分词）

114 delivering 2 v.发表（deliver的ing形式）；投递

115 department 2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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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18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119 disappear 1 [,disə'piə] vi.消失；失踪；不复存在 vt.使…不存在；使…消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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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disinfect 1 [,disin'fekt] vt.将…消毒

122 disinfected 1 [dɪsɪn'fektɪd] adj. 已消毒的 动词disinfec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形式.

123 districts 5 ['dɪstrɪkt] n. 地区；行政区 vt. 把 ... 划分成区

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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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doctors 2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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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128 doors 1 [dɔ:z] n.大门；入口；通道（door的复数）

129 drops 1 [drɒps] n. 珠；滴剂（名词drop的复数形式） v. 滴，滴下，滴落（动词dr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30 during 6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31 duties 1 [djː tɪs] n. 税；职责 名词duty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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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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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early 2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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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educated 1 ['edju:keitid] adj.受过教育的；有教养的 v.训练；教导；培育（educat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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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effectively 1 [i'fektivli] adv.有效地，生效地；有力地；实际上

139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40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41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142 employ 1 [im'plɔi] vt.使用，采用；雇用；使忙于，使从事于 n.使用；雇用

143 engage 1 vt.吸引，占用；使参加；雇佣；使订婚；预定 vi.从事；参与；答应，保证；交战；啮合

144 engaged 1 [in'geidʒd] adj.使用中的，忙碌的 v.保证；约定；同…订婚（engage的过去分词）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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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147 equipment 3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148 especially 2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49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150 eve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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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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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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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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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155 experienced 1 [ik'spiəriənst] adj.老练的，熟练的；富有经验的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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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expertise 2 [,ekspə:'ti:z] n.专门知识；专门技术；专家的意见

158 experts 1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59 explained 1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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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face 2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162 facebook 1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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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families 2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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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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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168 finds 1 [faɪnd] v. 发现；找到；认为；觉得；感到；裁决；判定 n. 发现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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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food 2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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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73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174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75 fu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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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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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funding 1 ['fʌndiŋ] n.提供资金；用发行长期债券的方法来收回短期债券 v.提供资金；积存（fund的ing形式）

178 germs 1 [dʒɜ rːms] n. 细菌 名词germ的复数形式.

179 gerund 1 ['dʒerənd] n.动名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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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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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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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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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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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guard 1 [gɑ:d] n.守卫；警戒；护卫队；防护装置 vi.警惕 vt.保卫；监视 n.(Guard)人名；(英)格尔德

189 guidance 1 ['gaidəns] n.指导，引导；领导

190 guidelines 2 ['ɡaɪdlaɪnz] n. 指导方针；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.

191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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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2 hands 1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
193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4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195 has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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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hav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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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haven 1 ['heivən] n.港口；避难所，安息所 vt.为……提供避难处；安置……于港中 n.(Haven)人名；(英)黑文

198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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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health 13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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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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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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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203 her 2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204 hi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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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
206 Hills 1 n.希尔思（猫粮品牌）



207 historically 1 [his'tɔrikəli] adv.历史上地；从历史观点上说

208 hogan 4 ['həugən] n.泥盖木屋 n.(Hogan)人名；(西)奥甘；(英)霍根

209 h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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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homes 2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
国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211 Houston 1 ['hju:stən] n.休斯顿（美国得克萨斯州港市）

212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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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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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217 impractical 2 [im'præktikəl] adj.不切实际的，不现实的；不能实行的

218 in 3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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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19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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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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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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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increases 1 [ɪn'kriː s] v. 增加；提高 n. 增加；增强；提高

224 infection 2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
225 influenza 2 [,influ'enzə] n.[内科]流行性感冒（简写flu）；家畜流行性感冒

226 informed 1 [in'fɔ:md] adj.消息灵通的；见多识广的 v.通知；使了解；提供资料（inform的过去分词）

227 inspect 1 [in'spekt] vt.检查；视察；检阅 vi.进行检查；进行视察

228 inspections 1 n. 检查；视察；安全检测（inspection的复数）

229 instance 1 ['instəns] n.实例；情况；建议 vt.举...为例

230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231 Institutes 1 英 ['ɪnstɪtjuːt] 美 ['ɪnstɪtuːt] n. 学院；学会；协会 vt. 开始；制定；创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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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intended 1 [in'tendid] adj.故意的，有意的；打算中的 n.已订婚者 v.打算；准备（intend的过去分词）

234 internationa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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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236 involved 2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7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38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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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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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janis 1 n. 贾尼斯

241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242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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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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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kee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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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


247 kills 1 [kɪl] v. 杀死；终止；消灭；使痛苦；消磨；使精疲力竭 n. 杀；猎获物

248 knew 1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
249 lacked 1 [læk] n. 缺乏；无 v. 缺乏；不足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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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252 launched 1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253 laurie 1 ['lɔ:ri; 'lɔri] n.劳里（女子名，等于Laura）；劳里（男子名，等于Lawrence）

254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255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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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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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259 little 2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260 load 1 [ləud] n.负载，负荷；工作量；装载量 vi.[力]加载；装载；装货 vt.使担负；装填

261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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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low 2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264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265 ma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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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267 Maine 2 [mein] n.缅因州（美国州名）

268 many 7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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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Mary 1 ['mɛəri] n.玛丽（女子名）

271 masks 1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272 massive 1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
273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274 meals 2 [miː lz] n. 伙食 名词meal的复数形式.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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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76 medical 4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277 medicines 1 ['medsnz] 药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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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mental 2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280 met 1 [met] v.遇见（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et)人名；(瑞典)梅特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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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money 2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283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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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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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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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much 3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287 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
288 nasn 2 abbr. 全国大气监视网（=National Air Surveillance Network）



289 national 4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290 nationally 1 ['næʃənəli] adv.全国性地；以国民立场地；举国一致地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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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need 3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293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94 needs 2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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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NIH 1 abbr. (美国)全国卫生研究所(=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)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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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not 1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99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300 nurse 10 [nə:s] vt.看护，护理；照顾；培养；给…喂奶 vi.照料，护理；喂奶；当保姆 n.护士；奶妈，保姆 n.(Nurse)人名；(英)
纳斯

301 nurses 27 ['nɜːsɪz] n. 护士；看护；保姆 名词nurse的复数形式.

302 nursing 1 ['nə:siŋ] n.护理；看护；养育 v.看护；养育（nurse的ing形式）

303 nutrition 1 [nju:'triʃən] n.营养，营养学；营养品

304 of 2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05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306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307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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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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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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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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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or 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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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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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316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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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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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oversee 1 [,əuvə'si:] vt.监督；审查；俯瞰；偷看到，无意中看到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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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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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pain 1 [pein] n.疼痛；努力 vt.使…痛苦；使…烦恼 vi.感到疼痛；引起疼痛 n.(Pain)人名；(意)帕因；(俄)派因；(法)潘；(英)佩因

323 pandemic 7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324 Pappas 1 n. 帕帕斯

325 parents 2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326 par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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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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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329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

330 pediatrics 1 [,pi:di'ætriks] n.小儿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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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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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perce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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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perform 1 [pə'fɔ:m] vt.执行；完成；演奏 vi.执行，机器运转；表演

335 performed 1 英 [pə'fɔːm] 美 [pər'fɔː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336 pers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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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
338 physical 2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339 physically 1 ['fizikli] adv.身体上，身体上地

340 picked 1 ['pikid, pikt] adj.采摘的；精选的 v.挑选；采摘（pick的过去式）

341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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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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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planning 3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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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347 ppe 1 abbr. 个人防护用品(=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) abbr. (尤用于牛津大学)哲学﹑ 政治学和经济学(=philosophy；politics and
economics)

348 practical 1 ['præktikəl] adj.实际的；实用性的

349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350 prevention 2 [pri'venʃən, pri:-] n.预防；阻止；妨碍

351 processes 1 n.过程；[计]进程（process的复数） v.处理（proces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加工

352 proposal 1 [prəu'pəuzəl] n.提议，建议；求婚

353 protective 1 [prəu'tektiv] adj.防护的；关切保护的；保护贸易的

354 providing 1 [prəu'vaidiŋ] conj.假如，以…为条件 v.供给（provide的ing形式）；预备

355 public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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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pushing 1 ['puʃiŋ] adj.奋斗的；莽撞的；有精力的；富有进取心的 n.推挤；推人犯规（篮球术语） v.推；促进；逼迫（push的ing
形式）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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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rat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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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reached 1 到达

360 reasoned 1 ['ri:zənd] adj.详尽论述的；理由充分的；合乎逻辑的 v.说服；推断（reason的过去分词）

361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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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3 receiving 1 [ri'si:viŋ] adj.接受的 n.接受 v.接收（receive的ing形式）

364 recently 3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365 recession 1 [ri'seʃən] n.衰退；不景气；后退；凹处

366 reduction 1 n.减少；下降；缩小；还原反应

367 regional 1 ['ri:dʒənəl] adj.地区的；局部的；整个地区的
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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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remain 1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
370 remained 1 [rɪ'meɪn] v. 剩余；逗留；留下；依然；保持 n. 剩余物；遗迹；残骸

371 reopen 6 [,ri:'əupən] vt.使再开，使重开 vi.重开



372 reopened 1 英 [ˌriː 'əʊpən] 美 [ˌriː 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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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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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reports 2 英 [rɪ'pɔːt] 美 [rɪ'pɔː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376 resources 1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377 responsibilities 2 英 [rɪˌspɒnsə'bɪləti] 美 [rɪˌspɑːnsə'bɪləti] n. 责任；职责；责任心

378 revenue 1 n.税收收入；财政收入；收益

379 revenues 1 ['revənjuːz] 产值

380 Rockport 1 n. 罗克波特(在美国；西经 97º04' 北纬 28º02')

381 role 6 [rəul] n.角色；任务 n.(Ro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赤几)罗莱

382 rooms 1 [ruːm] n. 房间；空间；机会 v. 寄宿；给…提供留宿

383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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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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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sa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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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88 school 25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389 schools 25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390 sentinel 1 ['sentinəl] n.哨兵 vt.守卫，放哨

391 sentinels 1 ['sentɪnl] n. 哨兵；传送器；[计]标记符号 v. 放哨；设岗哨

3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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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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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3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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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s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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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97 shortage 2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
398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399 shut 1 [ʃʌt] vt.关闭；停业；幽禁 vi.关上；停止营业 n.关闭 adj.关闭的；围绕的 n.(Shut)人名；(俄)舒特；(中)室(广东话·威妥玛)

400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401 situation 2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402 small 2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403 s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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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soldier 1 ['səuldʒə] n.军人；[昆]兵蚁；懒汉；一片烤面包 vi.当兵；磨洋工；坚持干；假称害病

405 some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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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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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something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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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409 speed 1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
繁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410 spri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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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411 staff 1 [stɑ:f, stæf] n.职员；参谋；棒；支撑 adj.职员的；行政工作的 vt.供给人员；给…配备职员 vi.雇用工作人员 n.(Staff)人名；
(德、匈)施塔夫；(瑞典、英)斯塔夫

412 stand 1 [stænd] vi.站立；位于；停滞 vt.使站立；忍受；抵抗 n.站立；立场；看台；停止

413 stat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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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stated 1 ['steitid] adj.规定的；阐明的；定期的 v.规定（state的过去分词）；陈述；阐明

4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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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6 stayed 1 [steɪ] v. 停留；逗留；保持 n. 停留；逗留

417 still 1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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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stronger 1 [英[strɒŋə(r)] 美[strɒŋə]] adj.更强壮的

420 student 1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421 students 10 [st'juːdnts] 学生

4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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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substance 1 ['sʌbstəns] n.物质；实质；资产；主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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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5 supervision 1 [,sju:pə'viʒən] n.监督，管理

426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4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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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tak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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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9 tax 1 [tæks] vt.向…课税；使负重担 n.税金；重负 n.(Tax)人名；(英、匈、捷)塔克斯

430 taxes 1 [tæksi:z] n.税收，税金；税务；[税收]税捐

431 teachers 1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432 teaching 1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433 team 2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434 temperatures 1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435 term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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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6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4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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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8 that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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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9 the 5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440 their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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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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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443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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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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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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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7 throats 1 英 [θrəʊt] 美 [θroʊt] n. 嗓子；喉咙；颈部；嗓音 vt. 低语；压着嗓子说(唱)

448 through 2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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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0 tim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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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to 3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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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

452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453 too 2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454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455 transportation 1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
456 troubling 1 adj.令人不安的;令人烦恼的

4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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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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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9 twentieth 1 ['twentiiθ] n.二十分之一 adj.第二十的；二十分之一的 num.第二十

460 underfunded 2 英 [ˌʌndə'fʌndɪd] 美 [ˌʌndər'fʌndɪd] adj. 资金不足的

461 unpleasant 1 [,ʌn'plezənt] adj.讨厌的；使人不愉快的

462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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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urges 1 英 [ɜːdʒ] 美 [ɜːrdʒ] vt. 驱策；鼓励；催促；力陈 vi. 极力主张 n. 冲动；强烈愿望

464 us 1 pron.我们

4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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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6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467 usual 2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4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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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9 video 1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470 virus 3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471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472 visits 1 ['vɪzɪt] v. 拜访；参观；闲谈 n. 拜访；参观；聊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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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4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475 wash 1 [wɔʃ, wɔ:ʃ] n.洗涤；洗的衣服；化妆水；冲积物 vt.洗涤；洗刷；冲走；拍打 vi.洗澡；被冲蚀 n.(Wash)人名；(英)沃什；
(尼日利)瓦什

476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
477 w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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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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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9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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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0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4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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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2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483 w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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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4 whe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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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5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486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487 whil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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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8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489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490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491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492 withhold 1 ['wið'həuld, wiθ-] vt.保留，不给；隐瞒；抑制 vi.忍住；克制

4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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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4 wor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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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5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496 worries 1 ['wʌrɪs] n. 烦恼；令人担忧的事物 名词worry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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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8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4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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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0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501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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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504 York 2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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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