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8-19 [Education Report] Universities Deal with Infections
While Keeping Campus Experience Aliv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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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students 22 [st'juːdnts] 学生

4 of 2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university 19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6 and 1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7 at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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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 is 1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 i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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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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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campus 10 ['kæmpəs] n.（大学）校园；大学，大学生活；校园内的草地 n.(Campus)人名；(英)坎帕斯；(意、罗)坎普斯；(法)康皮
斯

12 o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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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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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h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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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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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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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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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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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said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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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be 7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1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2 officials 7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23 parties 7 英 ['pɑːti] 美 ['pɑːrti] n. 聚会；宴会；政党；一伙人；[律]当事人 vi. 开派对

24 thi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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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will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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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re 6 [强ɑ:, 弱ə] v.是（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） n.公亩 n.(Are)人名；(意、西、芬)阿雷

27 college 6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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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fter 5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30 host 5 [həust] n.[计]主机；主人；主持人；许多 vt.主持；当主人招待 vi.群集；做主人

31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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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online 5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33 promise 5 ['prɔmis] n.许诺，允诺；希望 vt.允诺，许诺；给人以…的指望或希望 vi.许诺；有指望，有前途

34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35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6 year 5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

37 agreement 4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38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9 coronavirus 4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40 gatherings 4 ['ɡæðərɪŋz] n. 聚集，集会（名词gathering的复数形式）

41 infections 4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42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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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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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perso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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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s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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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6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7 week 4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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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autum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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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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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ases 3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52 classes 3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53 decided 3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54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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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editor 3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56 final 3 ['fainl] adj.最终的；决定性的；不可更改的 n.决赛；期末考试；当日报纸的末版

57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58 includes 3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59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60 reported 3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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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start 3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63 told 3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64 Tulane 3 n. 图兰

65 universities 3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ːrsəti] n. 大学

66 wa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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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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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York 3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70 zhao 3 n. 赵（姓氏）

71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72 Alice 2 ['ælis] n.爱丽丝（女子名）

73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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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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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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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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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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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78 behavior 2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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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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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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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caused 2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83 dame 2 [deim] n.夫人；年长妇女 n.(Dame)人名；(法)达姆

84 decision 2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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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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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fraternity 2 [frə'tə:niti] n.友爱；兄弟会；互助会；大学生联谊会

88 Galloway 2 ['gæləwei] n.苏格兰加罗韦原产的马

89 guests 2 [ɡest] n. 客人；宾客；特别来宾；[动植物]寄生生物 v. 做特邀嘉宾；做特约演员；客串；招待；做客

90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91 hel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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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hi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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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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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include 2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95 influenza 2 [,influ'enzə] n.[内科]流行性感冒（简写flu）；家畜流行性感冒

96 job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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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large 2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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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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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message 2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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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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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newspaper 2 ['nju:s,peipə, 'nju:z-] n.报纸 报社 旧报纸

104 notre 2 adj.（法）我们的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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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Orleans 2 [ɔ:'liənz] n.奥尔良（法国城市）

107 Pennsylvania 2 [,pensil'veinjə] n.宾夕法尼亚州（美国州名）

108 planning 2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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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promises 2 ['prɒmɪsɪz] n. 承诺 名词promise的复数形式.

111 public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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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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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restrictions 2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114 risks 2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
115 rul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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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6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117 stro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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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student 2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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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term 2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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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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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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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thinks 2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
125 trips 2 [trɪp] n. 旅行；摔倒；差错；轻快的步伐 vt. 使跌倒；使失败；使犯错；起锚；竖帆 vi. 绊倒；旅行；轻快地走；失误；
结巴

126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27 vaccine 2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128 visitors 2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129 Woodley 2 n. 伍德利

130 wrote 2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131 Yale 2 [jeil] n.耶鲁（男子名）；（美）耶鲁大学；耶鲁弹簧锁（等于Yalelock）

132 aches 1 [eɪk] n. 痛；隐痛 vi. 渴望；痛

133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134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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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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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advice 1 [əd'vais] n.建议；忠告；劝告；通知

138 affairs 1 英 [ə'feə(r)] 美 [ə'fer] n. 私通；事件；事务；事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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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141 agreements 1 [əɡ'riː mənts] n. 协定

142 alcohol 1 ['ælkəhɔl] n.酒精，乙醇

143 alive 1 [ə'laiv] adj.活着的；活泼的；有生气的

144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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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47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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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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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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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article 1 ['ɑ:tikəl] n.文章；物品；条款；[语]冠词 vt.订约将…收为学徒或见习生；使…受协议条款的约束 vi.签订协议；进行控告

152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153 assist 1 [ə'sist] n.帮助；助攻 vi.参加；出席 vt.帮助；促进

154 attend 1 [ə'tend] vt.出席；上（大学等）；照料；招待；陪伴 vi.出席；致力于；照料；照顾

155 August 1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156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157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58 barriers 1 ['bæriəz] 障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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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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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61 ben 1 [ben] n.本（男子名）；（苏格兰）内室

162 bend 1 [bend] vt.使弯曲；使屈服；使致力；使朝向 vi.弯曲，转弯；屈服；倾向；专心于 n.弯曲 n.(Bend)人名；(瑞典)本德

163 Berkeley 1 ['bə:kli] n.伯克利（姓氏）；贝克莱（爱尔兰主教及哲学家）；伯克利（美国港市）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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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breathing 1 ['bri:ðiŋ] n.呼吸；瞬间；微风 adj.呼吸的；逼真的 v.呼吸（breathe的现在分词）

166 bring 1 vt.拿来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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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Browne 1 [braun] n.布朗（姓氏）；布朗恩（英国国防大臣）

168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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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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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72 canceled 1 ['kænsl] v. 取消；作废；注销；抵消；删除 n. 取消；删除

173 careful 1 ['kεəful] adj.仔细的，小心的

174 carol 1 ['kærəl] vi.欢乐地歌唱；唱耶诞颂歌 n.颂歌，赞美诗；欢乐之歌 vt.欢唱；歌颂 n.(Carol)人名；(英)卡罗尔，卡萝尔(女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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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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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chapel 1 ['tʃæpəl] n.小礼拜堂，小教堂；礼拜 adj.非国教的 n.(Chapel)人名；(法)沙佩尔；(英)查普尔

179 checks 1 [t'ʃeks] n. （复）制约（复数形式常用在短语checks and balances中；意思是 制约与平衡） 名词check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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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Christ 1 [kraist] n.基督；救世主 int.天啊！

182 civic 1 ['sivik] adj.市的；公民的，市民的

183 classrooms 1 [k'læsruːmz] 教室

184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185 combines 1 [kəm'baɪn] v. 联合；使结合；结合 n. 集团；联合收割机；联合企业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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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7 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188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
189 conduct 1 ['kɔndʌkt, kən'dʌkt] vi.导电；带领 vt.管理；引导；表现 n.进行；行为；实施

190 confirmed 1 [kən'fə:md] adj.确认的；保兑的；坚定的；惯常的 v.确证；使坚定（confirm的过去分词）；批准

191 Connecticut 1 n.美国康涅狄格州（位于美国东北部）

192 contain 1 [kən'tein] vt.包含；控制；容纳；牵制（敌军） vi.含有；自制

193 Cornell 1 [kɔ:'nel] n.康奈尔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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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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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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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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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decide 1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200 demand 1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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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difficulty 1 ['difikəlti] n.困难，困境

203 disciplinary 1 ['disiplinəri, disi'plinəri] adj.规律的；训练的；训诫的

204 discipline 1 ['disiplin] n.学科；纪律；训练；惩罚 vt.训练，训导；惩戒



205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206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207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208 drugs 1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
209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210 employees 1 [ˌemplɔɪ'iː 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
211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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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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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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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entertaining 1 [,entə'teiniŋ] adj.令人愉快的 v.款待（entertain的ing形式）

216 erica 1 ['εrikə] n.石南科灌木

217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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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excuse 1 [ik'skju:z, ik'skju:s] n.借口；理由 vt.原谅；为…申辩；给…免去 vi.作为借口；请求宽恕；表示宽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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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f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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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fears 1 英 [fɪə(r)] 美 [fɪr] n. 担心；害怕；恐惧；【中药学】相畏 v. 害怕；担心；恐惧

223 fever 1 ['fi:və] n.发烧，发热；狂热 vt.使发烧；使狂热；使患热病 vi.发烧；狂热；患热病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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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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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227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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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fraternities 1 英 [frə'tɜːnəti] 美 [frə'tɜːrnəti] n. 兄弟般的感情；手足之情；友爱；同人；兄弟会

230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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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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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gotten 1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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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
伯、巴基)哈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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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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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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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9 hill 1 [hil] n.小山；丘陵；斜坡；山冈 n.(Hill)人名；(法、西)伊尔；(德、英、匈、捷、罗、芬、瑞典)希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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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hosts 1 英 [həʊst] 美 [hoʊst] n. 主人；主持人；主办方；大量；寄主；主机 v. 主办；主持；做东

242 housing 1 ['hausiŋ] n.房屋；住房供给；[机]外壳；遮盖物；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

243 identified 1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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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Illinois 1 [,ili'nɔi(z)] n.伊利诺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46 illness 1 ['ilnis] n.病；疾病



247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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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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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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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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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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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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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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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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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leads 1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
258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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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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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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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3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264 male 1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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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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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marketing 1 ['mɑ:kitiŋ] n.行销，销售 v.出售；在市场上进行交易；使…上市（market的ing形式）

268 mates 1 [meɪt] n. 配偶；伙伴；同事 vt. 使 ... 配对；使 ... 一致 vi. 交配

269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270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271 minded 1 ['maindid] adj.有意的；有思想的；具有意志的 v.介意；照顾（mind的过去式）

272 miss 1 [mɪs] n.女士，小姐，年轻未婚女子 vt.错过，想念，缺（勤）

273 misses 1 [mɪs] n. [M-]小姐 vt. 想念 vt. 错过；漏掉

274 Mississippi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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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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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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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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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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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necessarily 1 ['nesəsərəli, ,nesə'serəli] adv.必要地；必定地，必然地

280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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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Northbrook 1 n.诺斯布鲁克（地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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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285 obey 1 [əu'bei] vt.服从，听从；按照……行动 vi.服从，顺从；听话 n.(Obey)人名；(英、法)奥贝

286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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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88 Ohio 1 [əu'haiəu] n.俄亥俄州（美国一个州）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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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opinion 1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291 orderly 1 ['ɔ:dəli] adj.有秩序的；整齐的；值班的 n.勤务兵；传令兵；护理员 adv.顺序地；依次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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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organize 1 ['ɔ:gənaiz] vt.组织；使有系统化；给予生机；组织成立工会等 vi.组织起来；成立组织

294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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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297 over 1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298 pains 1 [peinz] n.[临床]疼痛；千辛万苦；悲叹（pain的复数形式） v.使痛苦（p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99 paper 1 ['peipə] n.纸；论文；文件；报纸 adj.纸做的 vt.用纸糊；用纸包装 vi.贴糊墙纸；发交通违章传票 n.(Paper)人名；(俄)帕
佩尔

300 pattern 1 ['pætən] n.模式；图案；样品 vt.模仿；以图案装饰 vi.形成图案

301 Paul 1 [pɔ:l] n.保罗（男子名）

302 permanent 1 adj.永久的，永恒的；不变的 n.烫发（等于permanentwave）

303 permission 1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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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plastic 1 ['plæstik,'plɑ:s-] adj.塑料的；（外科）造型的；可塑的 n.塑料制品；整形；可塑体

306 prepare 1 [pri'pεə] vt.准备；使适合；装备；起草 vi.预备；做好思想准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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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prescribed 1 [prɪ'skraɪbd] adj. 规定的

309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310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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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313 published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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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quarantine 1 ['kwɔrənti:n] vt.检疫；隔离；使隔离 n.检疫；隔离；检疫期；封锁 vi.实行隔离

316 quarantines 1 英 ['kwɒrəntiː n] 美 ['kwɔːrəntiː n] n. 隔离；检疫期间；封锁交通；四十天 vt. 检疫；停止交涉 vi. 检疫

317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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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realistic 1 [,riə'listik, ,ri:-] adj.现实的；现实主义的；逼真的；实在论的

320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321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322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323 removal 1 [ri'mu:vəl] n.免职；移动；排除；搬迁

324 report 1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325 requires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326 requiring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327 respectful 1 [ri'spektful] adj.恭敬的；有礼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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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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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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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331 returning 1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
332 ri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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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risky 1 ['riski] adj.危险的；冒险的；（作品等）有伤风化的

334 road 1 [rəud] n.公路，马路；道路；手段 vt.（狗）沿臭迹追逐（猎物） adj.（美）巡回的 n.(Road)人名；(英)罗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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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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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38 schools 1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339 Scott 1 [skɔt] n.斯科特（男子名）

340 semester 1 [si'mestə] n.学期；半年

341 settings 1 n. 设置 名词setting的复数形式.

342 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343 shortened 1 英 ['ʃɔːtn] 美 ['ʃɔːrtn] v. 弄短；变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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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346 silva 1 ['silvə] n.森林里的树木；森林志（等于sylva） n.(Silva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罗、塞、葡、瑞典、斯里、西、意、英)席尔
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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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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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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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socialize 1 ['səuʃəlaiz] vt.使社会化；使社会主义化；使适应社会生活 vi.交际；参与社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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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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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sources 1 英 [sɔːs] 美 [sɔːrs] n. 来源；发源地；原始资料 v. 从...获得

354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355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356 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357 spring 1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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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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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stories 1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61 sto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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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studying 1 ['stʌdi] n. 研究；学习；学科；书房；(绘画或文学)习作；练习曲；沉思；记忆力…的人；台词记得…的人 v. 研究；
学习；读书；仔细观察；努力
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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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surprise 1 [sə'praiz] n.惊奇，诧异；突然袭击 vt.使惊奇；奇袭 adj.令人惊讶的

365 suspend 1 [sə'spend] vt.延缓，推迟；使暂停；使悬浮 vi.悬浮；禁赛

366 Syracuse 1 ['sairəkju:z; 'si-; -kju:s] n.锡拉库扎（意大利西西里岛东部一港市）
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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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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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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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temporary 1 ['tempərəri] adj.暂时的，临时的 n.临时工，临时雇员
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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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2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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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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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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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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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77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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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vice 1 [vais] n.恶习；缺点；[机]老虎钳；卖淫 prep.代替 vt.钳住 adj.副的；代替的 n.(Vice)人名；(塞)维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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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warn 1 [wɔ:n] vt.警告，提醒；通知 vi.发出警告，发出预告 n.(Warn)人名；(英)沃恩；(德)瓦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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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warning 1 ['wɔ:niŋ] n.警告；预兆；预告 adj.警告的；引以为戒的 v.警告（warn的ing形式） n.(Warning)人名；(德)瓦宁

3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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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5 we 1 [wi:弱 wi] pron.我们（主格）；笔者，本人（作者或演讲人使用）；朕，寡人 n.(We)人名；(缅)韦

386 weakness 1 ['wi:knis] n.弱点；软弱；嗜好

387 weekend 1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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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welcoming 1 ['welkəm] vt. 欢迎 adj. 受欢迎的 n. 欢迎 int. 欢迎(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)

3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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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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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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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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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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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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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3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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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9 work 1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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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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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