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8-06 [Education Report] Parents Struggle as Schools Reopen
During Rise in COVID-19 Case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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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amus 7 阿达穆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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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5 adv 1 ['ædvɜːb] abbr. 副词（=adverb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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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扬
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8 Alabama 1 [,ælə'bæmə] n.阿拉巴马州（美国州名）

9 aliyah 2 [ɑ:'li:jɑ:] n.读经文；犹太人向以色列的移居 n.(Aliyah)人名；(英)阿莉娅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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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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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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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4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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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nthony 1 ['æntəni] n.安东尼（人名）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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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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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rm 2 n.手臂；武器；袖子；装备；部门 vi.武装起来 vt.武装；备战

21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2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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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shley 2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24 assign 1 [ə'sain] vt.分配；指派；[计][数]赋值 vi.将财产过户（尤指过户给债权人）

25 assigned 1 [ə'saɪnd] v. 分配；转让；把…归因于（assig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 给定的；赋予的，已知的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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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at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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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 aunt 1 [ɑ:nt, ænt] n.阿姨；姑妈；伯母；舅妈

29 Avery 3 ['eivəri] n.艾弗里（男子名）

30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31 ba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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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alance 1 ['bæləns] n.平衡；余额；匀称 vt.使平衡；结算；使相称 vi.保持平衡；相称；抵销 n.(Balance)人名；(西)巴兰塞

33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4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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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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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38 belief 1 [bi'li:f] n.相信，信赖；信仰；教义



39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40 betsy 1 ['betsi] n.手枪；火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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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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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board 3 [bɔ:d] n.董事会；木板；甲板；膳食 vt.上（飞机、车、船等）；用板盖上；给提供膳宿 vi.寄宿 n.(Board)人名；(英、西)
博德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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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ringing 1 [briŋ] vt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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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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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b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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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butterfly 2 ['bʌtəflai] n.蝴蝶；蝶泳；举止轻浮的人；追求享乐的人

49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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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afeteria 2 [,kæfi'tiəriə] n.自助餐厅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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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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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
54 ca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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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ases 2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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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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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ha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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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hild 1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61 children 8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62 choice 1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63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64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65 clas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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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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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classmates 1 [k'lɑːsmeɪts] 同班同学

68 classroom 2 ['klɑ:srum] n.教室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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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0 concerns 2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71 condition 2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72 containing 1 [kən'teɪnɪŋ] n. 包含；包括 v. 容纳；包含；抑制；克制（动词contain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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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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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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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counter 1 [英 [ˈkaʊntə(r)] 美 [ˈkaʊntɚ] n.柜台；对立面；计数器；（某些棋盘游戏的）筹码 vt.反击，还击；反向移动，对着干；
反驳，回答 vi.逆向移动，对着干；反驳 adj.相反的 adv.反方向地；背道而驰地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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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ounty 3 ['kaunti] n.郡，县

79 coverings 1 ['kʌvərɪŋz] n. 覆盖物

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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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82 daughter 2 ['dɔ:tə] n.女儿；[遗][农学]子代 adj.女儿的；子代的

83 day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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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dealing 2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85 decided 2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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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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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desperately 2 ['despərətli] adv.拼命地；绝望地；极度地

89 devos 1 n. 德沃斯

90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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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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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
94 district 2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95 districts 1 ['dɪstrɪkt] n. 地区；行政区 vt. 把 ... 划分成区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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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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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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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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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1 dr 1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102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03 eat 1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
104 eating 1 ['i:tiŋ] adj.侵蚀的；可生食的；进餐用的 n.吃；食物 v.吃（ea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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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education 2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107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108 emotions 1 英 [ɪ'məʊʃənz] 美 [ɪ'moʊʃənz] n. 情感 名词emotion的复数形式.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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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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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112 erica 1 ['εrikə] n.石南科灌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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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exercise 1 ['eksəsaiz] n.运动；练习；运用；操练；礼拜；典礼 vt.锻炼；练习；使用；使忙碌；使惊恐 vi.运动；练习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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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fac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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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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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119 fauci 1 n. 福西

120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


触摸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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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fir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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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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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25 for 1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6 fourth 1 [fɔ:θ] adj.第四的，第四个的；四分之一的 n.第四，月的第四日；四分之一 num.第四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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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friends 2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129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30 front 1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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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Georgia 2 ['dʒɔ:dʒjə] n.乔治亚州；格鲁吉亚（前苏联加盟共和国）；乔治娅（女子名）

133 germ 1 [dʒə:m] n.[植]胚芽，萌芽；细菌 vi.萌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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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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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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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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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8 go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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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140 grade 2 [greid] n.年级；等级；成绩；级别；阶段 vt.评分；把…分等级 vi.分等级；逐渐变化 n.(Grade)人名；(英)格雷德；(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塞、瑞典)格拉德

141 grader 1 ['greidə] n.分级机；分类机；（美）（中小学的）…年级学生 n.(Grader)人名；(英)格雷德尔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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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greenfield 1 n.市郊绿区 (Greenfield)人名；[英]格林菲尔德 adj.未开发地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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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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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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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7 half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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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hanf 1 ['hænf] 大麻

149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50 har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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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Harold 1 ['hærəld] n.哈罗德（男子名）

152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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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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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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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56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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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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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her 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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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9 herself 1 [hə:'self] pron.她自己（she的反身代词）；她亲自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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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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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houses 1 ['hauziz] n.住宅；家园；洋房（house的复数）；房子的总称

164 howev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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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husband 1 ['hʌzbənd] vt.节约地使用（或管理） n.丈夫 n.(Husband)人名；(英)赫斯本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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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in 3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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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8 inability 1 [,inə'biləti] n.无能力；无才能

169 Indiana 1 [,indi'ænə] n.印第安纳州（美国中部的州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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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72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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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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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
176 junior 1 ['dʒu:njə] adj.年少的；后进的；下级的 n.年少者，晚辈；地位较低者；大学三年级学生 n.(Junior)人名；(英)朱尼尔；(德)
尤尼奥尔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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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kept 2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79 kid 1 [kid] n.小孩；小山羊 vt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vi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adj.小山羊皮制的；较年幼的 n.(Kid)人名；(英)基德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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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182 kindergarten 2 ['kində,gɑ:tən] n.幼儿园；幼稚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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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labor 1 ['leibə] n.劳动；工作；劳工；分娩 vi.劳动；努力；苦干 vt.详细分析；使厌烦 n.(Labor)人名；(德、塞、法)拉博尔；(英)
拉博

185 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186 l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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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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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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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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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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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194 litt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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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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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long 1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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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Louisiana 1 [lu:,i:zi'ænə] n.美国路易斯安那州



199 loves 1 [lʌv] v. 爱；热爱；喜欢 n. 爱；热爱；爱情；恋爱；喜爱；情人；(网球)零分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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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ma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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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Mangum 1 n. 曼格姆

203 many 8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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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mas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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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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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medical 2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208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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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methods 1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211 Mississippi 2 [ˌmisi̍ sipi] n.密西西比河（美国河流，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）；密西西比州（美国州名）

212 mix 1 [miks] vt.配制；混淆；使混和；使结交 vi.参与；相混合；交往 n.混合；混合物；混乱 n.(Mix)人名；(德、英)米克斯

213 Monday 3 ['mʌndi] n.星期一

214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15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16 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
217 mother 1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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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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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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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222 nearby 1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
223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224 Neva 1 ['ni:və; ni'vɑ:] n.涅瓦河；内法聚酰胺纤维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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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Newton 1 ['nju:tən] n.牛顿（英国科学家）；牛顿（力的单位）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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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not 8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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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Numbers 2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231 of 2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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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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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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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old 3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236 olin 1 abbr.奥林（olinchemicalco.,ltd.） n.(Olin)人名；(英、俄、芬、瑞典)奥林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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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on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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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online 3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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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opposition 1 [,ɔpə'ziʃən] n.反对；反对派；在野党；敌对



242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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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organized 1 ['ɔ:gənaizd] adj.有组织的；安排有秩序的；做事有条理的 v.组织（organize的过去分词）

244 other 7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45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246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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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parents 5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249 park 1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
250 Parks 1 n.帕克斯（人名）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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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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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parts 2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254 Paul 1 [pɔ:l] n.保罗（男子名）

255 Paulding 4 n. 波尔丁

256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57 person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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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personality 1 [,pə:sə'næləti] n.个性；品格；名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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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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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62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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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pl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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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playground 1 n.运动场，操场；游乐场

266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
267 pleasure 1 ['pleʒə, 'plei-] n.快乐；希望；娱乐；令人高兴的事 vt.使高兴；使满意 vi.高兴；寻欢作乐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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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positive 3 ['pɔzətiv, -zi-] adj.积极的；[数]正的，[医][化学]阳性的；确定的，肯定的；实际的，真实的；绝对的 n.正数；[摄]正片

270 preparing 1 [prɪ'peərɪŋ] adj. 准备的；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.

271 presence 1 ['prezəns] n.存在；出席；参加；风度；仪态

272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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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275 protected 1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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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278 prudent 1 ['pru:dənt] adj.谨慎的；精明的；节俭的 n.(Prudent)人名；(法)普吕当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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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puts 1 [pʊts] n.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

281 rachel 2 ['reitʃəl] n.雷切尔（女子名）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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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


人名；(英)雷迪

284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85 refused 1 [rɪ'fjuːz] v. 拒绝 n. 垃圾；废物

286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287 reopen 2 [,ri:'əupən] vt.使再开，使重开 vi.重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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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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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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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292 requirement 1 [ri'kwaiəmənt] n.要求；必要条件；必需品

293 restaurant 1 ['restərɔŋ, -rɔnt, -rənt] n.餐馆；[经]饭店

294 restaurants 1 餐馆

295 retur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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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297 rise 2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298 rising 2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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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301 Russell 1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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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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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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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school 2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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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seat 1 [si:t] n.座位；所在地；职位 vt.使…坐下；可容纳…的；使就职

308 second 1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309 secretary 1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
310 se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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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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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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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13 shocked 1 adj. 震惊的 动词sho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14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315 simply 1 ['simpli] adv.简单地；仅仅；简直；朴素地；坦白地

316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317 sister 1 n.姐妹；（称志同道合者）姐妹；修女；护士 adj.姐妹般的；同类型的

318 sit 1 [sit] vi.坐；位于 vt.使就座 n.(Si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硕；(罗)西特

319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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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social 2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321 socialization 1 [,səuʃəlai-'zeiʃən, -li'z-] n.社会化，社会主义化

322 socially 1 ['səuʃəli] adv.在社会上；在社交方面；善于交际地

323 som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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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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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son 1 [sʌn] n.儿子；孩子（对年轻人的称呼）；男性后裔 n.(Son)人名；(土、老、柬)松；(法、罗)索恩；(日)存(名)；(日)孙
(姓)；(越)山

327 sons 1 [sʌnz] n.儿子们（son的复数）；子弟

328 start 5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329 st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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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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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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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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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steven 1 ['sti:vən] n.史蒂文（男子名）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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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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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straight 1 adj.直的；连续的；笔直的；正直的；整齐的；异性恋的 adv.直接地；不断地；立即；坦率地 n.直；直线；直男，直
女，异性恋者 n.(Straight)人名；(英)斯特雷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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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ruggle 1 ['strʌgl] vi.奋斗，努力；挣扎 n.努力，奋斗；竞争 vt.使劲移动；尽力使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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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student 4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341 students 3 [st'juːdnts] 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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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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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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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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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supervises 1 ['suːpəvaɪzɪz] 动词supervise的第三人称单数

347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348 table 1 ['teibl] n.桌子；表格；平地层 vt.制表；搁置；嵌合 adj.桌子的 n.(Table)人名；(罗)塔布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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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teacher 3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351 teachers 3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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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Tennessee 1 [,teni'si:] n.田纳西州（美国州名）

354 TENS 1 十位

355 tested 1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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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the 3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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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360 there 4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361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62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63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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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thi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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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Thompson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

367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368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369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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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to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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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71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72 top 2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373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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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76 uncle 1 ['ʌŋkl] n.叔叔；伯父；伯伯；舅父；姨丈；姑父

377 uneasy 1 [,ʌn'i:zi] adj.不舒服的；心神不安的；不稳定的

378 unions 1 Union Islands of the Pacific also called Tokelaus 太平洋联合岛屿,又称托克劳群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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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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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urged 1 ['ɜːdʒd] v. 催促；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82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383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384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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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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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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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389 warned 1 英 [wɔːn] 美 [wɔː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390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91 w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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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weak 1 [wi:k] adj.[经]疲软的；虚弱的；无力的；不牢固的

393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394 week 3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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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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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3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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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400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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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Williams 4 ['wiljəmz] n.威廉姆斯（男子名）

402 wise 1 [waiz] adj.明智的；聪明的；博学的 vt.使知道；教导 vi.了解 n.(Wise)人名；(英)怀斯

403 with 10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404 wor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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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05 wore 1 [wɔ:] v.穿（衣服等）；戴（首饰等）；装着（wear的过去式）

406 worried 1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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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year 7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

409 you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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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younger 1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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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