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8-12 [Education Report] Teachers Want to Improve Online
Learning Skills, but Training Uneven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in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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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to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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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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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of 1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6 school 14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7 teachers 14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8 and 1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9 learning 1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0 they 1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1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 O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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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said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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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them 9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15 training 9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16 new 8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7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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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sh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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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9 t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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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distance 7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
21 online 7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2 year 7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3 b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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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education 6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25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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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many 5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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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d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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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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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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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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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how 4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33 schools 4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34 students 4 [st'juːdnts] 学生

35 systems 4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36 teaching 4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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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Weeks 4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39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0 areas 3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41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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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hange 3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43 Cobb 3 [kɔb] n.科布（姓氏）；酷伯传奇（电影名）

44 county 3 ['kaunti] n.郡，县

45 educators 3 ['edʒʊkeɪtəz] 教育者

46 improve 3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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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operations 3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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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Rodriguez 3 n.（西）罗德里格斯（姓氏）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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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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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tools 3 [tu lː] n. 工具，用具（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）；器具

54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5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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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Webb 3 [web] n.韦勃（人名）；威布市（美国密苏里州的城市名）

57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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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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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York 3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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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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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64 another 2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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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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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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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bought 2 [bɔ:t] v.买（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70 Caty 2 卡蒂

71 classroom 2 ['klɑ:srum] n.教室

72 computers 2 [kəm'pju tːəz] n.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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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75 director 2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76 earlier 2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77 early 2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78 Evans 2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79 gave 2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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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1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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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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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google 2 [gu:gl] 谷歌；谷歌搜索引擎

85 hannan 2 汉南

86 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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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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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Jonathan 2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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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matter 2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91 mullen 2 ['mʌlən] n.毛蕊花属的植物（等于mullein） n.(Mullen)人名；(英)马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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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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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opinion 2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96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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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parents 2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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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01 redd 2 [red] vt.使…整洁 vi.整理 n.(Redd)人名；(英)雷德

102 reported 2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103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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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spri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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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studies 2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107 summ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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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support 2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109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110 teacher 2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111 technology 2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112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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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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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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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117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118 train 2 [trein] n.火车；行列；长队；裙裾 v.培养；训练；瞄准 n.(Train)人名；(英)特雷恩；(法)特兰；(意)特拉因

119 transition 2 [træn'siʒən, -'ziʃən, trɑ:n-] n.过渡；转变；[分子生物]转换；变调

120 uneven 2 [,ʌn'i:vən] adj.不均匀的；不平坦的；[数]奇数的

121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

122 virtual 2 adj.[计]虚拟的；实质上的，事实上的（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）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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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weaver 2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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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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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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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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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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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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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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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afar 1 [ə'fɑ:] adv.遥远地；在远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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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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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aimee 1 n.艾梅（女名）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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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38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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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0 aren 1 阿伦

141 argue 1 ['ɑgju:] vi.争论，辩论；提出理由 vt.辩论，争论；证明；说服 n.(Argue)人名；(英、法)阿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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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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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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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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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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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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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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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
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150 boar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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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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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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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broadcasting 1 ['brɔ:d,kɑ:stiŋ, -,kæstiŋ] n.播放；广播节目 v.广播（broadcast的ing形式）

154 Bryant 1 ['braiənt] n.布赖恩特（男子名，等于Brian）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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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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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158 career 1 n.生涯；职业；事业；速度，全速 adj.作为毕生职业的 vi.全速前进，猛冲

159 carolyn 1 ['kærəlin] n.卡洛琳（女子名）

160 carried 1 ['kærid] adj.被运的；入神的；忘我的 v.保持（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搬运



161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162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163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164 Christina 1 [kri'sti:nə] n.克里斯蒂娜（女子名）

165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166 communications 1 英 [kəmjuːnɪ'keɪʃ(ə)nz] 美 [kəˌmjuːnɪ'keɪʃənz] n. 通信技术；通讯设备 名词communication的复数形式.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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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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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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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Connecticut 1 n.美国康涅狄格州（位于美国东北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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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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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174 deputy 1 ['depjuti] n.代理人，代表 adj.副的；代理的

175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176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177 dia 1 abbr.（美）国防情报局（DefenseIntelligenceAgency） n.(Dia)人名；(越)地；(意、法、罗、西、几、马里、刚(金)、塞内、
毛里塔、阿拉伯)迪亚

178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179 dissatisfied 1 [,dis'sætisfaid] adj.不满意的；不高兴的；流露不满的 v.使不满（dissatis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0 district 1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181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82 doors 1 [dɔ:z] n.大门；入口；通道（door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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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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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86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187 elements 1 ['elɪmənts] n. 要素，元素；基本原则；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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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employing 1 [ɪm'plɔɪ] v. 雇佣；使用

190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191 ending 1 ['endiŋ] n.结局；结尾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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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equal 1 ['i:kwəl] adj.平等的；相等的；胜任的 vt.等于；比得上 n.对手；匹敌；同辈；相等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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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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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197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198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199 f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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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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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202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

203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204 grew 1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
205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206 guidance 1 ['gaidəns] n.指导，引导；领导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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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8 hangout 1 ['hæŋaut] n.巢穴，（流氓）住所 vt.故意泄露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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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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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212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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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214 Higley 1 n. 希格利

215 house 1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216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17 increasingly 1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
218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219 instructional 1 [in'strʌkʃənəl] adj.教学的；指导的，教育的

220 intense 1 [in'tens] adj.强烈的；紧张的；非常的；热情的

221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222 investment 1 [in'vestmənt] n.投资；投入；封锁

223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224 it 1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
性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.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，表示天气、时日、距离、状态、温度等等 abbr.信息技术
informationtechnolog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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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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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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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kent 1 [kent] n.肯特（英国东南部州名）；不列颠岛南部的古代盎格鲁所建的王国

230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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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233 lar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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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235 leadership 1 ['li:dəʃip] n.领导能力；领导阶层

236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237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238 lessons 1 ['lesn] n. 教训；课，功课，课业；榜样，典范 vt. 教训，告诫，训斥；给 ... 上课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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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Linda 1 ['lində] n.琳达（女子名）

241 link 1 [liŋk] n.[计]链环，环节；联系，关系 vt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，结合 vi.连接起来；联系在一起；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.
(Li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塞、捷、匈、瑞典)林克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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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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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4 losses 1 ['lɒsɪz] n. 损耗 名词loss的复数形式.

245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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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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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mean 1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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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251 mixed 1 [mikst] adj.混合的；形形色色的；弄糊涂的 v.混合；弄混（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52 more 1 [mɔ:] adv.更多；此外；更大程度地 adj.更多的；附加的 pron.更多的数量 n.更多 n.(More)人名；(英、法)莫尔；(意、西、
以)莫雷

253 most 1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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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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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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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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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nothing 1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
259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260 number 1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
261 occurring 1 [ə'kə:riŋ] n.事件；事故；事变

262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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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Ohio 1 [əu'haiəu] n.俄亥俄州（美国一个州）

265 opens 1 英 ['əʊpənz] 美 ['oʊpənz] v. 打开 动词ope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66 ordered 1 ['ɔ:dəd] adj.[数]有序的；整齐的；安排好的 v.命令；点餐（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67 partly 1 ['pɑ:tli] adv.部分地；在一定程度上

268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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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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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poorer 1 英 [pʊə(r)] 美 [pʊr] adj. 可怜的；贫穷的；低劣的 n. 穷人

273 prepared 1 adj.准备好的 v.准备（prepare的过去分词）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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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276 privat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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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278 professional 1 [prə'feʃənəl] adj.专业的；职业的；职业性的 n.专业人员；职业运动员

279 progress 1 ['prəugres, 'prɔ-, prəu'gres] n.进步，发展；前进 vi.前进，进步；进行 n.(Progress)人名；(赞)普罗格雷斯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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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82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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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84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285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286 resources 1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287 restarted 1 英 [ˌriː 'stɑːt] 美 [ˌriː 'stɑːrt] v. 重新启动，重新开始 n. 重新开始；返聘

288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289 Richard 1 ['ritʃəd] n.理查德（男子名）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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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1 rough 1 [rʌf] adj.粗糙的；粗略的；粗野的；艰苦的；未经加工的 vt.使粗糙；粗暴对待；草拟 n.艰苦；高低不平的地面；未经
加工的材料；粗糙的部分 vi.举止粗野 adv.粗糙地；粗略地；粗暴地 n.(Rough)人名；(英)拉夫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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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3 se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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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setting 1 ['setiŋ] n.环境；安装；布置；[天]沉落 v.放置；沉没；使…处于某位置（set的ing形式）

295 settings 1 n. 设置 名词setting的复数形式.

296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297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298 shut 1 [ʃʌt] vt.关闭；停业；幽禁 vi.关上；停止营业 n.关闭 adj.关闭的；围绕的 n.(Shut)人名；(俄)舒特；(中)室(广东话·威妥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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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skills 1 技能

301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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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04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305 Stat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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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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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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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succeed 1 [sək'si:d] vi.成功；继承；继任；兴旺 vt.继承；接替；继…之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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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suffer 1 ['sʌfə] vt.遭受；忍受；经历 vi.遭受，忍受；受痛苦；经验；受损害 n.(Suffer)人名；(意)苏费尔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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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313 threw 1 [θru:] v.抛（throw的过去式）；丢弃

314 trained 1 [treɪnd] adj.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15 trust 1 ['trʌst] n.信任，信赖；责任；托拉斯 vt.信任，信赖；盼望；赊卖给 vi.信任，信赖；依靠 n.(Trust)人名；(英)特拉斯特

316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17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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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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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unsupported 1 英 [ˌʌnsə'pɔːtɪd] 美 [ˌʌnsə'pɔːrtɪd] adj. 没有支柱的；无支持的；未经证实的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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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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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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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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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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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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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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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wealthier 1 ['welθi] adj. 富有的 n. 富人

329 Webster 1 ['webstə] n.韦伯斯特（姓氏或男子名）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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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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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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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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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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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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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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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39 writing 1 ['raitiŋ] n.书写；作品；著作；[法]笔迹 v.书写（write的ing形式）

340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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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zoom 1 n.急速上升；嗡嗡声；[摄]变焦摄影 vi.急速上升；摄像机移动 vt.使摄像机移动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