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7-26 [Education Report] Study_ Coronavirus May Keep Poor
US Students Away from Colleg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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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udents 20 [st'juːdnts] 学生

4 in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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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or 1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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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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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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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from 10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0 school 10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11 aid 9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
12 as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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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college 9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14 t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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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schools 8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16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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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fafsa 6 Free Application for Federal Students Aid 针对联邦学生援助的免费申请

18 families 6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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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education 5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21 Federal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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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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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high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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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25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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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income 4 ['inkʌm] n.收入，收益；所得

27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8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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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mo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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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numb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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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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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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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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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5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

36 application 3 n.应用；申请；应用程序；敷用；（对事物、学习等）投入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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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compared 3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39 complete 3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
40 crisis 3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41 dow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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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dro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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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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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form 3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45 found 3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46 guidance 3 ['gaidəns] n.指导，引导；领导

47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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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8 health 3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49 jobs 3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50 lo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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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Numbers 3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52 often 3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53 principal 3 ['prinsəpəl] adj.主要的；资本的 n.首长；校长；资本；当事人

54 public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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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s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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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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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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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sta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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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60 urging 3 [ɜːdgɪŋ] adj. 催促的；紧迫的 动词urge的现在分词.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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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63 ap 2 abbr.美国联合通讯社（AssociatedPress）；空气污染（AirPollution）；大气规划（AirProgram）；汇编程序
（AssemblyProgram） n.(Ap)人名；(中)鸭(广东话·威妥玛)

64 applications 2 [æplɪ'keɪʃəns] n. 申请书；应用程序 名词application的复数形式.

65 apply 2 [ə'plai] vt.申请；涂，敷；应用 vi.申请；涂，敷；适用；请求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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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7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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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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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counselors 2 ['kaʊnsləz] 辅导员

71 effect 2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72 enroll 2 [in'rəul] vt.登记；使加入；把...记入名册；使入伍 vi.参加；登记；注册；记入名册

73 fell 2 [fel] adj.凶猛的；毁灭性的 vt.砍伐；打倒；击倒 n.[林]一季所伐的木材；折缝；兽皮 v.掉下；摔倒；下垂；变坏（fall的过
去式） n.(Fe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费尔

74 financial 2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75 frenzy 2 ['frenzi] n.狂暴；狂怒；暴怒 vt.使发狂；使狂怒



76 hardship 2 ['hɑ:dʃip] n.困苦；苦难；艰难险阻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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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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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into 2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
80 la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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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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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unched 2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83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84 levels 2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85 likely 2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86 lost 2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87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88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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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musto 2 n. 马斯托

91 Nevada 2 [ni'vædə; -'vɑ:-] n.内华达（美国州名）

92 north 2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93 off 2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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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once 2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96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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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online 2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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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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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perio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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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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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pete 2 [pi:t] n.保险箱，银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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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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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receive 2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106 required 2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107 sai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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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see 2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109 seek 2 [si:k] vt.寻求；寻找；探索；搜索 vi.寻找；探索；搜索

110 sharply 2 ['ʃa:pli]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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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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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took 2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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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us 2 pron.我们

116 usually 2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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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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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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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122 admission 1 [əd'miʃən] n.承认；入场费；进入许可；坦白；录用

123 adv 1 ['ædvɜːb] abbr. 副词（=adverb）

124 advice 1 [əd'vais] n.建议；忠告；劝告；通知

125 advisors 1 n. 顾问，指导教授，劝告者（advisor的复数形式）

126 affected 1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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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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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30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131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132 assistance 1 [ə'sistəns] n.援助，帮助；辅助设备

133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134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35 Beaverton 1 ['bi:vətən] n.比佛顿（美国俄勒冈州西北部城镇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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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138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139 binkley 1 n. 宾克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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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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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44 campaign 1 [kæm'pein] vi.作战；参加竞选；参加活动 n.运动；活动；战役

145 campaigns 1 [kæm'peɪn] n. 运动；战役；活动；竞选运动 v. 参加竞选；从事运动

146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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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charge 1 [tʃɑ:dʒ] n.费用；电荷；掌管；控告；命令；负载 vt.使充电；使承担；指责；装载；对…索费；向…冲去 vi.充电；控
告；索价；向前冲；记在账上 n.(Charge)人名；(法)沙尔热；(英)查奇

149 choosing 1 v.选择；决定（choose的ing形式）

150 classes 1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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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closing 1 ['kləuziŋ] adj.收盘的；结束的；结尾的 n.结尾辞 v.关闭（clos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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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cole 1 [kəul] n.油菜

155 Collin 1 n. 科林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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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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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completed 1 [kəm'pliː 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59 complex 1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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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61 conferencing 1 ['kɔnfərənsiŋ] n.会议技术 v.开会（conference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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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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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counselor 1 ['kaunsələ] n.顾问；法律顾问；参事（等于counsellor）

165 cut 1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166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167 decisions 1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
168 decrease 1 [di'kri:s, 'di:-, 'di:kri:s, di'k-] n.减少，减小；减少量 vi.减少，减小 vt.减少，减小

169 decreases 1 [dɪ'kriː s] v. 减少；减小；降低 n. 减少；降低

170 delay 1 [di'lei] vi.延期；耽搁 vt.延期；耽搁 n.延期；耽搁；被耽搁或推迟的时间 n.(Delay)人名；(英)迪莱；(法)德莱

171 dependable 1 [di'pendəbl] adj.可靠的，可信赖的；可信任的

172 depended 1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
173 directly 1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174 door 1 [dɔ:] n.门；家，户；门口；通道 n.(Door)人名；(英)多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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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earned 1 ['ɜːnd] adj. 挣得的；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7 earnings 1 ['ə:niŋz] n.收入

178 eateries 1 ['iː təri] n. 小餐馆

179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180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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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educational 1 [,edju:'keiʃənəl] adj.教育的；有教育意义的

183 emails 1 ['iː meɪlz] 邮件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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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employment 1 [im'plɔimənt] n.使用；职业；雇用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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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enter 1 ['entə] vt.进入；开始；参加 vi.参加，登场；进去 n.[计]输入；回车 n.(Enter)人名；(英)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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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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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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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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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explain 1 [ik'splein] v.说明；解释

193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94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195 Fenn 1 芬恩（人名）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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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97 final 1 ['fainl] adj.最终的；决定性的；不可更改的 n.决赛；期末考试；当日报纸的末版

198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199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200 formal 1 ['fɔ:məl] adj.正式的；拘谨的；有条理的 n.正式的社交活动；夜礼服 n.(Formal)人名；(法)福马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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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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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Fridays 1 ['fraidiz] adv.于星期五 n.星期五（Friday的复数）

204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

205 gaming 1 ['geimiŋ] n.赌博；赌胜负

206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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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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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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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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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greatest 1 ['greɪtɪst] adj. 最大的 形容词great的最高级.

213 Gregory 1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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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guide 1 [gaid] n.指南；向导；入门书 vt.引导；带领；操纵 vi.担任向导 n.(Guide)人名；(法、葡)吉德

216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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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219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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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21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
222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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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225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226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227 investments 1 [ɪn'vestmənts] 投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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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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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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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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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Kentucky 1 [ken'tʌki; kən-] n.肯塔基州

234 kids 1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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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larry 1 ['læri] n.拌浆锄；小车，[矿业]斗底车

237 Las 1 [læs] abbr.阿拉伯国家联盟（LeagueofArabStates）；大气科学实验室（LaboratoryofAtmosphericSciences）；光敏开关
（LightActivatedSwitch）

238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239 loan 1 [ləun] n.贷款；借款 vi.借出 vt.借；借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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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loss 1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
242 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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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245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

246 mojave 1 [məu'hɑ:vi] n.莫哈韦沙漠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西南）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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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49 muc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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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251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52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53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54 n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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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56 offices 1 办公室

257 operations 1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
258 Oregon 1 ['ɔrigən; -gɔn] n.俄勒冈州（美国州名）

259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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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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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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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paperwork 1 ['peipə,wə:k] n.文书工作

263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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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participant 1 [pɑ:'tisipənt] adj.参与的；有关系的 n.参与者；关系者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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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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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poor 1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269 post 1 [pəust] n.岗位；邮件；标杆 vt.张贴；公布；邮递；布置 vi.快速行进 n.(Po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捷、瑞典、荷)波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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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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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274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75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76 reconsidering 1 英 [ˌriː kən'sɪdə(r)] 美 [ˌriː kən'sɪdər] v. 重新考虑；再斟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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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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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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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request 1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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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resulted 1 [rɪ'zʌlt] n. 结果；成果；答案；成绩；(足球比赛)赢 v. 产生；致使

283 risen 1 ['rizən] adj.升起的 v.升高；站起来；反抗（rise的过去分词）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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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286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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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
289 separated 1 ['sepəreitid] adj.分开的；分居；不在一起生活的 v.分开；隔开（sepa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90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291 serves 1 英 [sɜːv] 美 [sɜːr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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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294 shares 1 n.[金融]股份（share的复数形式） v.[计]共享，共有；分配（share的三单形式）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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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297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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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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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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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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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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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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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stores 1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306 struggled 1 ['strʌgəld] adj.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07 struggling 1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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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310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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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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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suddenly 1 ['sʌdnli] adv.突然地；忽然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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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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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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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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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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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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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324 throu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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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timing 1 ['taimiŋ] n.定时；调速；时间选择 v.为…安排时间；测定…的时间（time的ing形式）

326 title 1 ['taitl] n.冠军；标题；头衔；权利；字幕 vt.加标题于；赋予头衔；把…称为 adj.冠军的；标题的；头衔的

327 unanswered 1 [ʌn'a:nsəd] adj.未答复的；无反应的

328 uncontrolled 1 英 [ˌʌnkən'trəʊld] 美 [ˌʌnkən'troʊld] adj. 不受抑制的；不受控制的；自由的



329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330 unpredictable 1 [,ʌnpri'diktəbl] adj.不可预知的；不定的；出乎意料的 n.不可预言的事

331 Vegas 1 [veigəs] n.维加斯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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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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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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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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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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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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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weakened 1 ['wiː kən] v. 使 ... 弱，削弱； 变弱； 弄淡

339 wealthy 1 ['welθi] adj.富有的；充分的；丰裕的 n.富人

340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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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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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wild 1 [waild] adj.野生的；野蛮的；狂热的；荒凉的 n.荒野 adv.疯狂地；胡乱地 n.(Wild)人名；(英)怀尔德；(法、德、葡、捷、
匈)维尔德

345 with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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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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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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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8 workforce 1 ['wə:kfɔ:s] n.劳动力；工人总数，职工总数

349 worsened 1 英 ['wɜːsn] 美 ['wɜːrsn] v. (使)更坏；（使) 恶化

350 worst 1 [wə:st, 'wə:st] adj.最差的，最坏的；最不利的；效能最低的 n.最坏；最坏的时候 adv.最坏地；最不利地 n.(Worst)人名；
(英、德)沃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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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written 1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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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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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