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8-10 [Education Report] Parents Unhappy with School
Choices Gather Learning 'Pods' 词频表词频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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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to 3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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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2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and 2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her 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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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 in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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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that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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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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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she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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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 has 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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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is 1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 ar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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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learning 13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4 or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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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school 13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16 pods 12 abbr.资料库系统规则（PrinciplesofDatabaseSystems）

17 parents 1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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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with 1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0 O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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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i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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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year 8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3 a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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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children 7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25 education 7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26 some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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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8 abo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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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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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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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public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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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their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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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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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o 6 pron.谁；什么人

35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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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families 5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38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39 going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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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grad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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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42 person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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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students 5 [st'juːdnts] 学生

44 teacher 5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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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6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7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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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lasses 4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49 farm 4 [fɑ:m] vi.种田，务农；经营农场 n.农场；农家；畜牧场 vt.养殖；耕种；佃出（土地）

50 group 4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51 hunter 4 ['hʌntə] n.猎人；猎犬；搜寻者

52 letter 4 ['letə] n.信；字母，文字；证书；文学，学问；字面意义 vt.写字母于 vi.写印刷体字母 n.(Letter)人名；(英)莱特

53 matas 4 n. 马塔斯

54 old 4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55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56 pod 4 [pɔd] n.蚕茧；豆荚 vi.结豆荚 vt.从豆荚中剥出 n.(Pod)人名；(罗)波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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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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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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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hoice 3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61 daughter 3 ['dɔ:tə] n.女儿；[遗][农学]子代 adj.女儿的；子代的

62 facebook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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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Florida 3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64 groups 3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65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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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hire 3 [haiə] n.雇用，租用；租金，工钱 vt.雇用；出租 vi.雇用，租用；受雇

67 job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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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money 3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69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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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ow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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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72 schools 3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73 sm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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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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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s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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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such 3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77 teaching 3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78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79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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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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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young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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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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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accessible 2 [ək'sesəbl] adj.易接近的；可进入的；可理解的

84 action 2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85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86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87 Alice 2 ['ælis] n.爱丽丝（女子名）

88 alternative 2 [ɔ:l'tə:nətiv] adj.供选择的；选择性的；交替的 n.二中择一；供替代的选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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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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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1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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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background 2 ['bækgraund] n.背景；隐蔽的位置 vt.作…的背景 adj.背景的；发布背景材料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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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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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California 2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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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cent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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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choices 2 ['tʃɔɪsɪs] n.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.

100 clas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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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1 classroom 2 ['klɑ:srum] n.教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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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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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crisis 2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105 DeSantis 2 n. 德桑蒂斯

106 distance 2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
107 educational 2 [,edju:'keiʃənəl] adj.教育的；有教育意义的

108 give 2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109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10 hear 2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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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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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inside 2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114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15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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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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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Miami 2 n.迈阿密（美国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市）

118 note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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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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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online 2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121 op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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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123 parent 2 ['pεərənt] n.父亲（或母亲）；父母亲；根源 n.(Parent)人名；(法)帕朗；(英、西)帕伦特

124 particular 2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125 pl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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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policy 2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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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private 2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129 programs 2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130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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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se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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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Stat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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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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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stud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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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ta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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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7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138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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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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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toge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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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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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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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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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wages 2 ['weɪdʒɪz] n. 工资；报酬；代价 名词wage的复数；动词wag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147 Weeks 2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148 whi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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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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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0 works 2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151 wrote 2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152 younger 2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
153 ad 1 [,ei 'di:] n.公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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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addressed 1 [ə'dresd] adj. 标记地址的 动词addr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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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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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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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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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161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62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63 ap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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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4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165 Atlanta 1 [ət'læntə] n.亚特兰大（美国城市）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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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born 1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168 boys 1 n.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.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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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brothers 1 英 ['brʌðə(r)] 美 ['brʌðər] n. 兄弟；教友；同胞；<俚>老兄

171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172 burke 1 [bə:k] vt.秘密地除去；使人窒息而死 n.(Burke)人名；(德、俄、西、波)布尔克；(英)伯克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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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camera 1 ['kæmərə] n.照相机；摄影机 n.(Camera)人名；(英、意、西)卡梅拉

175 candidates 1 ['kændɪdeɪts] n. 申请求职者；候选人；投考者 名词candidate的复数形式.

176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177 caregiver 1 ['kεə,givə] n.照料者，护理者

178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179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180 choosing 1 v.选择；决定（choose的ing形式）

181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182 civil 1 ['sivəl] adj.公民的；民间的；文职的；有礼貌的；根据民法的 n.(Civil)人名；(土)吉维尔；(法)西维尔

183 claim 1 [kleim] vi.提出要求 vt.要求；声称；需要；认领 n.要求；声称；索赔；断言；值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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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186 comfort 1 ['kʌmfət] n.安慰；舒适；安慰者 vt.安慰；使（痛苦等）缓和

187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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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9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190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191 connect 1 [kə'nekt] vt.连接；联合；关连 vi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

192 connecting 1 [kə'nektiŋ] n.连接；管接头，套管 adj.[计]连接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ing形式）

193 consequence 1 ['kɔnsi,kwəns] n.结果；重要性；推论

194 consequences 1 影响效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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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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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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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contacting 1 ['kɒntæktɪŋ] v. 接触，联系（动词contact的现在进行式）

199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200 creative 1 [kri'eitiv] adj.创造性的

201 critical 1 ['kritikəl] adj.鉴定的；[核]临界的；批评的，爱挑剔的；危险的；决定性的；评论的



202 curriculum 1 [kə'rikjuləm] n.课程 总课程

203 de 1 [di:] abbr.判定元件（DecisionElement） n.(De)人名；(朝)大

204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
西)迪尔

205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206 deeply 1 ['di:pli] adv.深刻地；浓浓地；在深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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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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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digital 1 ['didʒitəl] adj.数字的；手指的 n.数字；键

211 directs 1 [də'rekt] adj. 直接的；笔直的；坦白的 v. 对准；指挥；指示；命令

212 discussion 1 [dis'kʌʃən] n.讨论，议论

213 discussions 1 [dɪs'kʌʃnz] 讨论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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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216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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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earn 1 [ə:n] vt.赚，赚得；获得，挣得；使得到；博得 n.(Earn)人名；(泰)炎

219 ease 1 [i:z] vt.减轻，缓和；使安心 n.轻松，舒适；安逸，悠闲 vi.减轻，缓和；放松；灵活地移动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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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1 economically 1 [,i:kə'nɔmikəli] adv.经济地；在经济上；节俭地

222 edge 1 [edʒ] n.边缘；优势；刀刃；锋利 vt.使锐利；将…开刃；给…加上边 vi.缓缓移动；侧着移动 n.(Edge)人名；(英)埃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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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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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5 educator 1 ['edju:keitə] n.教育家；教育工作者；教师

226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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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entering 1 ['entəriŋ] v.进入（enter的ing形式）；录入；键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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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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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232 Everglades 1 ['evəgleidz] n.沼泽地（everglade复数）；大沼泽地

233 everybody 1 ['evri,bədi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

234 exchange 1 [iks'tʃeindʒ] n.交换；交流；交易所；兑换 vt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 vi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

235 existed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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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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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239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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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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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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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formed 1 [fɔ:md] adj.成形的，成形 v.成形加工（form过去时形式）

244 forming 1 ['fɔː mɪŋ] n. 形成(成形法；模锻) v. 形成



245 foundation 1 [faun'deiʃən] n.基础；地基；基金会；根据；创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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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gather 1 ['gæðə] vt.收集；收割；使…聚集；使…皱起 vi.聚集；化脓；皱起 n.聚集；衣褶；收获量 n.(Gather)人名；(德)加特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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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Georgia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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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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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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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2 governor 1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
253 grandmother 1 ['grænd,mʌðə] n.祖母；女祖先 vt.当…的祖母 vi.当祖母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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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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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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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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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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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260 heritage 1 ['heritidʒ] n.遗产；传统；继承物；继承权 n.(Heritage)人名；(英)赫里蒂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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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hired 1 [haird] v.雇用（hire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形式）；租用

263 ho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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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homeschool 1 n.自主学习；在家教育

265 homeschooling 1 英 [ˌhəʊm'skuːlɪŋ] 美 [ˌhoʊm'skuːlɪŋ] 家庭学校教育

266 hopeful 1 ['həupful] adj.有希望的；有前途的 n.有希望成功的人

267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268 horse 1 n.马；骑兵；脚架；海洛因 vt.使骑马；系马于；捉弄 vi.骑马；作弄人 n.(Horse)人名；(瑞典)霍尔瑟

269 horses 1 ['hɔː sɪz] n. 马（名词horse的复数形式） v. 骑马；捉弄（动词hors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70 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
271 hurrying 1 英 ['hʌri] 美 ['hɜːri] v. 匆忙；催促；赶紧 n. 匆忙；仓促；急忙

272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273 identify 1 vt.确定；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；使参与；把…看成一样vi.确定；认同；一致

274 ignores 1 英 [ɪɡ'nɔː(r)] 美 [ɪɡ'nɔːr] vt. 忽视；不理；不顾

275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276 income 1 ['inkʌm] n.收入，收益；所得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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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inequalities 1 [ɪnɪk'wɒlɪtɪz] n. 不等式

279 inequities 1 [ɪ'nekwɪtɪz] n. 不公平待遇 名词inequity的复数.

280 infected 1 [in'fektid] adj.被感染的 v.传染（infec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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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innocent 1 ['inəsənt] adj.无辜的；无罪的；无知的 n.天真的人；笨蛋 n.(Innocent)人名；(英、西)因诺森特；(法)伊诺桑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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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4 investigation 1 [in,vesti'geiʃən] n.调查；调查研究

285 investigations 1 [ɪnvestɪ'ɡeɪʃnz] 调查

286 Jeanette 1 [dʒə'net] n. [纺]细斜纹布(比三页细斜纹布更细)；三页斜纹呢



287 Jesus 1 n.耶稣（上帝之子）；杰西（男子名）

288 kep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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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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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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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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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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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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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lindsey 1 n.林德赛（人名）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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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l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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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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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lung 1 [lʌŋ] n.肺；呼吸器 n.(Lung)人名；(越)珑；(罗、塞、匈、瑞典、德)伦格

299 luxuries 1 ['lʌkʃəri] n. 奢侈品；奢侈；豪华

300 luxury 1 ['lʌkʃəri, 'lʌgʒəri] n.奢侈，奢华；奢侈品；享受 adj.奢侈的

301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302 marketer 1 ['mɑ:kitə] n.[贸易]市场商人；市场营销人员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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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304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305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306 melissa 1 [mə'lisə] n.梅利莎（女子名）；蜜蜂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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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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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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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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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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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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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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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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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neighbors 1 ['neɪbɔː z] n. 邻居 名词neighbor的复数形式. =neighbours.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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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nice 1 [nais] adj.精密的；美好的；细微的；和蔼的 n.(Nice)人名；(英)尼斯

318 Nikolai 1 n. 尼古拉

319 nontraditional 1 英 [nɒntrə'dɪʃənəl] 美 [ˌnɒntrə'dɪʃənəl] adj. 非传统的；不符合传统的

320 Oakland 1 ['əuklənd] n.奥克兰（美国加州西部城市）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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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obtained 1 [əb'teɪnd] adj. 获得的 动词obtain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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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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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326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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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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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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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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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outdoor 1 ['əutdɔ:] adj.户外的；露天的；野外的（等于out-of-door）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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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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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parties 1 英 ['pɑːti] 美 ['pɑːrti] n. 聚会；宴会；政党；一伙人；[律]当事人 vi. 开派对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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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paying 1 ['pei'ŋ] adj.支付的；赢利的；合算的 n.支付；填缝；放送绳链 v.支付；报答（pay的ing形式）

337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338 Pizarro 1 n.(Pizarro)人名；(西、葡)皮萨罗；(俄)皮扎罗

339 plants 1 [p'lɑːnts] n. 植物花卉；工厂（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） v. 种植；设立；建立；安插；栽赃（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
式）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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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plenty 1 ['plenti] n.丰富，大量；充足 adj.足够的，很多的 adv.足够 n.(Plenty)人名；(英)普伦蒂

342 policies 1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ːl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343 polytechnic 1 [,pɔli'teknik] adj.各种工艺的；综合技术的 n.工艺学校；理工专科学校

344 possibility 1 [,pɔsə'biləti] n.可能性；可能发生的事物
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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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promising 1 ['prɔmisiŋ] adj.有希望的，有前途的 v.许诺，答应（promis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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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publication 1 [,pʌbli'keiʃən] n.出版；出版物；发表

349 push 1 vt.推动，增加；对…施加压力，逼迫；按；说服 vi.推进；增加；努力争取 n.推，决心；大规模攻势；矢志的追求

350 pushes 1 [pʊʃ] v. 推；按；挤；逼迫；催促 n. 推；奋力；决心
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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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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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354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355 race 1 n.属，种；种族，人种；家庭，门第；赛事，赛跑 vt.使参加比赛；和…竞赛；使急走，使全速行进 vi.比速度，参加竞
赛；全速行进 n.(Race)人名；(英)雷斯；(塞)拉采

356 raises 1 ['reɪzɪz] n. 加薪；增加 名词raise的复数形式.

357 reading 1 ['ri:diŋ] n.阅读，朗读；读物；读数 adj.阅读的 v.阅读（read的ing形式）

358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359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360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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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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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replace 1 [ri'pleis] vt.取代，代替；替换，更换；归还，偿还；把…放回原处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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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366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367 rest 1 [rest] vt.使休息，使轻松；把…寄托于 n.休息，静止；休息时间；剩余部分；支架 vi.休息；静止；依赖；安置 n.(Rest)人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
368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369 retirees 1 离退休人员



370 ride 1 vi.骑马；乘车；依靠；漂浮 vt.骑；乘；控制；（骑马、自行车等）穿越；搭乘；飘浮 n.骑；乘坐；交通工具；可供骑行
的路；（乘坐汽车等的）旅行；乘骑；（乘车或骑车的）短途旅程；供乘骑的游乐设施 n.（英）赖德（人名）；（法、
葡）里德（人名）

371 riding 1 ['raidiŋ] n.骑马；骑术 v.骑；乘坐（ride的现在分词） n.(Riding)人名；(英)赖丁

372 ron 1 n. 罗恩(男子名) abbr. (石油)研究法辛烷值(=Research Octane Number)

3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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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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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salary 1 ['sæləri] vt.给...加薪；给...薪水 n.薪水

376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377 schooling 1 ['sku:liŋ] n.学校教育；学费 v.教育（school的ing形式）；培养 n.(Schooling)人名；(英)斯库林

378 searching 1 ['sə:tʃiŋ] adj.搜索的；透彻的 n.搜索 v.搜索（search的ing形式）

379 seeds 1 [siː dz] n. 籽 名词seed的复数形式. 动词s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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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
382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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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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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sisters 1 ['sɪstəz] 名词sister的复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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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situations 1 [sɪtʃ'ʊeɪʃnz] 现状

388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389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390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391 society 1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392 socio 1 adj.社会的

393 solution 1 [sə'lju:ʃən] n.解决方案；溶液；溶解；解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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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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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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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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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stuff 1 [stʌf] n.东西；材料；填充物；素材资料 vt.塞满；填塞；让吃饱 vi.吃得过多

399 suffered 1 ['sʌfəd] v. 遭受，允许，宽恕（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00 suggest 1 vt.提议，建议；启发；使人想起；显示；暗示

401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402 tables 1 [teɪblz] n. 表格 名词table的复数形式.

4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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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teach 1 [ti:tʃ] vt.教；教授；教导 vi.教授；讲授；当老师 n.(Teach)人名；(英)蒂奇
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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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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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thin 1 [θin] adj.薄的；瘦的；稀薄的；微弱的 vt.使瘦；使淡；使稀疏 vi.变薄；变瘦；变淡 adv.稀疏地；微弱地 n.细小部分 n.
(Thin)人名；(越)辰；(柬)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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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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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10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411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

412 threaten 1 ['θretən] vt.威胁；恐吓；预示 vi.威胁；可能来临

413 threatens 1 ['θretn] v. 威胁；恐吓；似将发生

414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415 tina 1 ['ti:nə] n.蒂娜（女子名）

416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(英)特沃德

417 trains 1 [treɪn] n. 列车；火车；行列；一系列 vt. 训练；培训；瞄准 vi. 进行锻炼，接收训练；练习

418 trees 1 [triː 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的复数形式

419 troubled 1 ['trʌbld] adj.动乱的，不安的；混乱的；困惑的

420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
421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4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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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understanding 1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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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4 unequal 1 [,ʌn'i:kwəl] adj.不平等的；不规则的；不胜任的 n.不等同的事物

425 unhappy 1 [,ʌn'hæpi] adj.不快乐的；不幸福的；不适当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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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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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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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9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430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431 verify 1 ['verifai] vt.核实；查证

4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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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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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wealth 1 [welθ] n.财富；大量；富有

435 websites 1 ['websaɪts] n. 网站（名词website的复数形式）

436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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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8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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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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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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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442 wider 1 [waɪdə] adj. 更宽的；更广阔的

4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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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4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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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6 worsen 1 ['wəsən] vi.恶化；变得更坏；更坏 vt.使恶化；使变得更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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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