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7-15 [Education Report] US Withdraws Planned Visa
Restric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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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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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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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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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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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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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9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0 agency 2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1 agreed 1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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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llison 1 ['ælisən] n.艾利森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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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nd 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6 andrea 1 ['ændriə; ɔ:n'dreiə] n.安德里亚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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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nnouncement 2 [ə'naunsmənt] n.公告；宣告；发表；通告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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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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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22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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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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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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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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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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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
30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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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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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iology 1 [bai'ɔlədʒi] n.（一个地区全部的）生物；生物学

34 Boston 1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
35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36 Burroughs 1 [ˈbɜ:rəʊz] 伯勒斯Burrows的变体

37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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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Calderon 1 卡尔德隆（人名）

39 came 2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

40 cancel 1 vt.取消；删去 vi.取消；相互抵消 vi.取消，撤销 n.取消，撤销 n.(Cancel)人名；(法)康塞尔

41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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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ollege 2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44 colleges 3 ['kɒlɪdʒɪz] 高校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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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onfirmed 1 [kən'fə:md] adj.确认的；保兑的；坚定的；惯常的 v.确证；使坚定（confirm的过去分词）；批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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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orrect 1 [kə'rekt] vt.改正；告诫 vi.调整；纠正错误 adj.正确的；恰当的；端正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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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ountr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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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ou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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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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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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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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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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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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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59 during 3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60 Ecuador 1 ['ekwədɔ:] n.厄瓜多尔（位于拉丁美洲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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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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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nding 1 ['endiŋ] n.结局；结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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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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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
67 Evans 1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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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exemption 3 [ig'zempʃən] n.免除，豁免；免税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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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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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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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fil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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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4 for 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75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76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77 freedom 1 ['fri:dəm] n.自由，自主；直率 n.(Freedom)人名；(英)弗里德姆

78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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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80 ha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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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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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Harvard 5 ['hɑ:vəd] n.哈佛大学；哈佛大学学生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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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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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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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88 hol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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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89 ice 1 [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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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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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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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i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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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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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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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international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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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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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Jonathan 1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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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July 3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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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Lawrence 1 ['lɔrəns] n.劳伦斯（男子名）

103 lawyer 1 ['lɔ:jə] n.律师；法学家 n.(Lawyer)人名；(英)劳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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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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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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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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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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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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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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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12 m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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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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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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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m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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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nearly 2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

118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19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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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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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of 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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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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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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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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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online 4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128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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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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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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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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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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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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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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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planned 3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
136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37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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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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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quo 2 [kwəu] vt.说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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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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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relief 1 n.救济；减轻，解除；安慰；浮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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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145 restriction 5 [ri'strikʃən] n.限制；约束；束缚

146 restrictions 3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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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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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ru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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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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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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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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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schools 1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154 season 1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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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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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8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159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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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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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162 State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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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status 2 n.地位；状态；情形；重要身份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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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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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students 8 [st'juːdnts] 学生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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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supported 1 [sə'pɔː tɪd] adj.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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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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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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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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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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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t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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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the 4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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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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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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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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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182 to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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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83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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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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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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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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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190 upcoming 1 ['ʌp,kʌmiŋ] adj.即将来临的

191 us 1 pron.我们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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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visa 3 ['vi:zə] n.签证 vt.签发签证 n.(Visa)人名；(塞、芬)维萨

194 visas 2 ['viː zə] n. 签证 vt. 办理签证

195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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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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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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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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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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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withdrawn 1 [wið'drɔ:n, wiθ-] adj.偏僻的；沉默寡言的；孤独的 v.取出；撤退（withdraw的过去分词）

203 withdraws 1 [wɪð'drɔː ] vt. 撤回；取回；撤退；提款 vi. 撤退；退缩；走开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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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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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07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08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