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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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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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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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ceptable 1 [ək'septəbl] adj.可接受的；合意的；可忍受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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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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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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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10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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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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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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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grees 1 [ə'ɡriː ] v. 同意；赞成；承认；符合；一致

15 Alaska 1 [ə'læskə] n.阿拉斯加州

16 a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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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l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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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20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1 and 1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2 ar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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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4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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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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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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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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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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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 attends 1 [ə'tend] v. 出席；参加；照料；注意；专心于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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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ware 2 [ə'wεə] adj.意识到的；知道的；有…方面知识的；懂世故的 n.(Aware)人名；(阿拉伯、索)阿瓦雷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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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35 based 2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36 be 8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7 become 2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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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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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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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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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break 1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晓；
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44 breaks 1 [b'reɪks] n. 断裂 名词break的复数形式.

45 briefly 1 ['bri:fli] adv.短暂地；简略地；暂时地

46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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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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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bu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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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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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52 call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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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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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a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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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enter 1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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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59 check 1 vt.检查，核对；制止，抑制；在…上打勾 vi.核实，查核；中止；打勾；[象棋]将一军 n.<美>支票；制止，抑制；检
验，核对 n.（英）切克（人名）

60 Chicago 1 [ʃi'kɑ:gəu] n.芝加哥（美国中西部城市）

61 children 4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62 choice 2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63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
64 Cities 2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65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66 claire 1 [klεə] n.克莱儿（女子名）

67 class 1 n.阶级；班级；种类；班；等级 vt.分类；把…分等级；把…归入某等级，把…看作（或分类、归类）；把…编入某一班
级 adj.极好的；很好的，优秀的，出色的 vi.属于…类（或等级），被列为某类（或某级） n.（英、德）克拉斯（人名）

68 classroom 1 ['klɑ:srum] n.教室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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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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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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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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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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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Connecticut 2 n.美国康涅狄格州（位于美国东北部）

75 conservative 1 [kən'sə:vətiv] adj.保守的 n.保守派，守旧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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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control 2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78 corner 1 ['kɔ:nə] n.角落，拐角处；地区，偏僻处；困境，窘境 vi.囤积；相交成角 vt.垄断；迫至一隅；使陷入绝境；把…难住 n.
(Corner)人名；(法)科尔内；(英)科纳



79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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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82 covering 2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
83 coverings 9 ['kʌvərɪŋz] n. 覆盖物

84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85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特

86 daughter 1 ['dɔ:tə] n.女儿；[遗][农学]子代 adj.女儿的；子代的

87 d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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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89 deanna 1 [di'ænə] n.迪安娜（女人名，等于Diana）

90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91 decision 3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92 decisions 1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
93 democratic 1 [,demə'krætik,-kəl] adj.民主的；民主政治的；大众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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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DES 1 [des] abbr.数据加密标准（dataencryptionstandard）；教育和科学部（DepartmentofEducationandScience）；目的港交货
（DeliveredExShip）；微分方程解算器（differentialequationsolver）

96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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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differs 1 英 ['dɪfə(r)] 美 ['dɪfər] vi. 不同；有区别

99 direction 1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
100 disagreements 1 [dɪsəɡ'riː mənts] 分歧

101 disease 2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102 district 4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103 districts 2 ['dɪstrɪkt] n. 地区；行政区 vt. 把 ... 划分成区

104 divide 1 [di'vaid] vt.划分；除；分开；使产生分歧 vi.分开；意见分歧 n.[地理]分水岭，分水线

105 divided 1 [di'vaidid] adj.分裂的；分开的；有分歧的 v.分开（divide的过去分词）；分离

106 do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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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doctor 1 vt.修理；篡改，伪造；为…治病；授以博士学位 n.医生；博士 vi.就医；行医

108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09 doing 2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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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1 Dubuque 1 [də'bju:k] n.迪比克（美国城市）

112 easier 1 [英 ['i:zɪə] 美 ['i:zɪr]] adj.更简单；容易些（easy的比较级形式）；较早的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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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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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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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117 enforced 1 [in'fɔ:st] adj.实施的；强制执行的 v.执行（enforce的过去分词）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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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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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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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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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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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exact 1 adj.准确的，精密的；精确的 vt.要求；强求；急需 vi.勒索钱财

125 exception 1 [ik'sepʃən] n.例外；异议

126 exceptions 1 [ɪk'sepʃənz] n. 例外 名词exception的复数形式.

127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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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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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explaining 1 [ɪk'spleɪn] v. 说明；解释

131 fac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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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33 feelings 1 ['fiː lɪŋs] n.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.

134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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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36 for 1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37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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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Garcia 1 ['ga:ʃjə] n.加西亚（姓氏）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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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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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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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gov 1 abbr.政府（goverment）

145 government 4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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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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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guidance 2 ['gaidəns] n.指导，引导；领导

149 guidelines 1 ['ɡaɪdlaɪnz] n. 指导方针；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.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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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1 Hanson 2 n.韩氏兄弟合唱团（美国乐队组合）；汉森（姓氏）

152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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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155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156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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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hav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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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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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heads 1 [hedz] adj.正面朝上的 n.(Heads)人名；(英)黑兹

160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61 healthy 1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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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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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hears 1 英 [hɪə(r)] 美 [hɪr] v. 得知；倾听；听到；听证

165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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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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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168 IDM 1 ['ɪdm] (=idiopathic disease of the myocardium) 特发性心肌病,(=immune defense mechanism) 免疫防卫机制,(=infant of diabetic
mother) 患糖尿病母亲的婴儿,(=intermediate-dose mithotrexate) 中等剂量氨甲喋呤,(=isotope dilution mass spectrometry) 同位素稀
释质谱法

169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70 in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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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1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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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including 2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74 infectious 1 [in'fekʃəs] adj.传染的；传染性的；易传染的

175 influenced 1 ['ɪnfluəns] v. 影响；感染；<美俚>在(饮料)中加烈酒 n. 影响力；影响；权势；势力；有影响的人(或事物)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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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Iowa 8 ['aiəwə] n.爱荷华州（美国州名）

178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79 issue 2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
180 issued 1 ['ɪʃu ]ː n. 议题；问题；期刊号；一次发行额；发行；<律>子女 v. 发表；公布；正式发给；发行；流出

181 i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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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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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jersey 1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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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Kim 1 [kim] n.金姆（人名）

186 lack 2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克；(匈)洛克

187 largely 1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
188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189 leaning 1 ['li:niŋ] n.倾向，爱好；倾斜 v.倚靠（lean的ing形式） n.(Leaning)人名；(英)利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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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
192 lef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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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3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194 liberty 1 ['libəti] n.自由；许可；冒失 n.(Liberty)人名；(英)利伯蒂

195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96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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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lily 1 ['lili] n.百合花，百合；类似百合花的植物；洁白之物 adj.洁白的，纯洁的 n.(Lily)人名；(罗)莉莉

198 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199 limiting 1 ['limitiŋ] adj.限制的；限制性的 v.限制；限定（limit的现在分词）

200 listen 1 ['lisən] vi.听，倾听；听从，听信 n.听，倾听



201 loc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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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lo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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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lots 1 [lɔts] n.大量，许多；一堆；命运（lot的复数） adv.很，非常 v.抽签；分组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（lot的三单形式）

204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205 mad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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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Maine 1 [mein] n.缅因州（美国州名）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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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209 many 6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10 mask 9 [mɑ:sk, mæsk] n.面具；口罩；掩饰 vi.掩饰；戴面具；化装 vt.掩饰；戴面具；使模糊

211 masks 8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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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mcgrory 2 麦格罗里

214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215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216 Midwestern 1 ['mid'westən] adj.美国中西部的

217 mike 1 n.扩音器，麦克风；话筒；休息,游手好闲 vi.使用扩音器；偷懒,游手好闲 vt.用扩音器传送；用窃听器窃听

218 moine 1 穆瓦纳

219 monitor 2 n.监视器；监听器；监控器；显示屏；班长 vt.监控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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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murphy 4 ['mə:fi] n.马铃薯，土豆 n.(Murphy)人名；(英、葡、瑞典)墨菲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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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musto 2 n. 马斯托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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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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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228 need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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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9 Nevada 1 [ni'vædə; -'vɑ:-] n.内华达（美国州名）

230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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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nobody 1 ['nəubədi, -bɔdi] pron.无人，没有人；没有任何人 n.无名小卒；小人物

233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234 northwestern 1 [,nɔ:θ'westən] adj.来自西北的；西北方的；在西北部的

235 Norway 1 ['nɔ:wei] n.挪威（北欧国家名）

236 not 9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37 observe 1 vt.庆祝 vt.观察；遵守；说；注意到；评论 vi.观察；说；注意到；评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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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240 officials 5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241 Ohio 1 [əu'haiəu] n.俄亥俄州（美国一个州）

242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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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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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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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opposed 1 [ə'pəuzd] adj.相反的；敌对的 v.反对（oppose的过去分词）；使对立

247 opposes 1 英 [ə'pəʊz] 美 [ə'poʊz] v. 反对；对抗；使对立

248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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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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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other 5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51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52 ottumwa 1 n. 奥塔姆瓦(在美国；西经 92º26' 北纬 41º02')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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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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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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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parents 3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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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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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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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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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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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personally 1 ['pə:sənəli] adv.亲自地；当面；个别地；就自己而言

264 perspective 2 [pə'spektiv] n.观点；远景；透视图 adj.透视的

265 perspectives 1 [pəs'pektɪvz] 视角

266 pete 2 [pi:t] n.保险箱，银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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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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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pl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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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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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272 politics 1 ['pɔlitiks] n.政治，政治学；政治活动；政纲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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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preschool 1 ['pri:'sku:l] adj.未满学龄的；就学前的，入学前的 n.幼儿园，育幼院

275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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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prevention 1 [pri'venʃən, pri:-] n.预防；阻止；妨碍

278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279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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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purpose 1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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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questions 2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

284 realize 2 vt.实现；认识到；了解；将某物卖得，把(证券等)变成现钱；变卖

285 recommendation 4 [,rekəmen'deiʃən] n.推荐；建议；推荐信

286 recommended 1 [rekə'mendɪd] adj. 被推荐的 动词recomm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87 reducing 1 英 [rɪ'djuːsɪŋ] 美 [rɪ'duːsɪŋ] n. 减低；还原；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88 reopen 1 [,ri:'əupən] vt.使再开，使重开 vi.重开

289 reopened 3 英 [ˌriː 'əʊpən] 美 [ˌriː 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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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republican 1 [ri'pʌblikən] adj.共和国的；共和政体的；共和主义的；拥护共和政体的 n.共和主义者

292 require 3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293 required 4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294 requirement 5 [ri'kwaiəmənt] n.要求；必要条件；必需品

295 requirements 1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296 resilient 2 adj.弹回的，有弹力的；能复原的；可迅速恢复的

297 resulting 1 [rɪ'zʌltɪŋ] adj. 结果的 动词result的现在分词.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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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Reynolds 1 ['renəldz] n.雷诺兹（姓氏）

300 rick 1 [rik] vt.把…堆成垛；（英）扭伤 vi.扭伤 n.干草堆；扭伤；人力车 adj.伪装的 n.(Rick)人名；(瑞典)里克；

301 rob 1 [rɔb] vt.抢劫；使…丧失；非法剥夺 vi.抢劫；掠夺

302 rul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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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rules 3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04 rural 2 ['ruərəl] adj.农村的，乡下的；田园的，有乡村风味的

305 safety 2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306 said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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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sa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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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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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schools 6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310 Scott 1 [skɔt] n.斯科特（男子名）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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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sensitive 2 adj.敏感的；感觉的；[仪]灵敏的；感光的；易受伤害的；易受影响的 n.敏感的人；有灵异能力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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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315 s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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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16 should 4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317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318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319 sizes 1 ['saɪzɪz] n. 大小

320 smaller 2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321 smart 1 [smɑ tː] adj.聪明的；巧妙的；敏捷的；厉害的；潇洒的；剧烈的；时髦的 n.(Smart)人名；(法)斯马尔；(英、德)斯马特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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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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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somebody 1 ['sʌm,bɔdi, -bʌ-, -bə-] n.大人物；重要人物 pron.有人；某人

325 someth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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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326 southeast 1 [,sauθ'i:st] adj.东南的；来自东南的 n.东南；东南地区 adv.来自东南

327 special 2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328 sports 1 n.运动；运动会（sport的复数）；（报纸）体育版面；突变；娱乐 adj.运动的；适用于运动的 v.娱乐；戏弄（sport的
第三人称单数）

329 spre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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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stat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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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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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stayed 2 [steɪ] v. 停留；逗留；保持 n. 停留；逗留

333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334 steps 1 n.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（=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）；台阶，步骤（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）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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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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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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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9 students 12 [st'juːdnts] 学生

340 successful 1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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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suggestion 1 [səg'dʒestʃən] n.建议；示意；微量，细微的迹象

343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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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superintendent 1 [,sju:pərin'tendənt] n.监督人；负责人；主管；指挥者

346 supposed 1 [sə'pəuzd] adj.假定的；被信以为真的；想象上的 v.假定（suppose的过去分词）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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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teachers 4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349 teaches 1 ['tiː tʃɪz] v. 教；教导；教授；教训（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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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terror 1 ['terə] n.恐怖；恐怖行动；恐怖时期；可怕的人 n.(Terror)人名；(南非)特罗尔

352 testing 1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
353 tha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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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the 4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55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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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there 5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357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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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360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361 thinks 1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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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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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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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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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to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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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

367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368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69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70 tried 1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
371 type 1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372 understand 2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373 understanding 2 [,ʌndə'stændiŋ] n.谅解，理解；理解力；协议 adj.了解的；聪明的；有理解力的 v.理解；明白（understand的ing
形式）

374 understands 1 英 [ˌʌndə'stænd] 美 [ˌʌndər'stænd] v. 懂得；明白；理解；认识到；听说；获悉

375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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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urge 1 [ə:dʒ] vt.力劝，催促；驱策，推进 n.强烈的欲望，迫切要求；推动力 vi.强烈要求

378 us 2 pron.我们

379 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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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Utah 1 ['ju:tɑ:] n.美国犹他州
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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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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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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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86 washing 1 ['wɔʃiŋ, 'wɔ:ʃ-] n.洗涤；洗涤剂；要洗的衣物 adj.洗涤用的，清洗用的 v.洗；使受洗礼（wash的ing形式）
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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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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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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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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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1 wear 5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392 wears 1 英 [weə(r)] 美 [wer] v. 磨损；穿戴；使疲劳 n. 磨损；穿着；耐久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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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395 w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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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wheel 2 [hwi:l] n.车轮；方向盘；转动 vt.转动；使变换方向；给…装轮子 vi.旋转；突然转变方向；盘旋飞行
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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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whenever 1 [hwen'evə, hwən-] conj.每当；无论何时 adv.不论何时；随便什么时候

399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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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402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403 widely 2 ['waidli] adv.广泛地

404 widespread 1 ['waid'spred] adj.普遍的，广泛的；分布广的

405 w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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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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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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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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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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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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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411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412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413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
414 youngest 1 ['jʌŋgist] n.最小的儿子；年纪最小的人 adj.最年轻的

415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