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8-22 [Education Report] Teachers Could Stay in School if
Exposed to COVID-19 词汇表词汇表

1 accepted 1 [ək'septid] adj.公认的；录取的；可接受的；已承兑的 v.接受（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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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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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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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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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ministration 4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7 advice 1 [əd'vais] n.建议；忠告；劝告；通知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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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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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fton 1 阿夫顿 n.(Afton)人名；(英)阿夫顿

11 agree 1 [ə̍ ɡriː ] vt.同意，赞成；承认；约定，商定 vi.vi.同意，意见一致；约定，商定

12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3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4 always 2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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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7 amy 1 ['eimi] n.艾米（女子名）

18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9 and 1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0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21 approved 1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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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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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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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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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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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association 2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28 at 3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挝货币基本单位att）；[化]砹（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） abbr.密封的（airtight）；气温（airtemperature）

29 attempt 1 [ə'tempt] n.企图，试图；攻击 vt.企图，试图；尝试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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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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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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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asic 1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
35 basis 1 ['beisis] n.基础；底部；主要成分；基本原则或原理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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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8 behavior 1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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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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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Brian 1 ['braiən] n.布莱恩（男子名）

42 Buckner 2 巴克纳（美国地名）

43 bully 2 ['buli] n.欺凌弱小者；土霸 adj.第一流的；特好的 vt.欺负；威吓 vi.欺侮人 adv.很；十分 int.好；妙 n.(Bully)人名；(法)布利

44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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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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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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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aracciolo 1 n. 卡拉乔洛

48 carriers 1 ['kæriəz] 载体

49 ca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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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enters 2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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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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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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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4 classes 2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55 classroom 2 ['klɑ:srum] n.教室

56 classrooms 1 [k'læsruːmz] 教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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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oerce 1 [kəu'ə:s] vt.强制，迫使

59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60 commit 1 [kə'mit] vt.犯罪，做错事；把...交托给；指派…作战；使…承担义务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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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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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ontradict 1 [,kɔntrə'dikt] vt.反驳；否定；与…矛盾；与…抵触 vi.反驳；否认；发生矛盾

64 contradicts 1 [ˌkɒntrə'dɪkt] vt. 反驳；与 ... 矛盾

65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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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could 5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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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county 5 ['kaunti] n.郡，县

70 craig 1 [kreig] n.克雷格（男子名）

71 critical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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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curb 1 [kə:b] n.抑制；路边；勒马绳 vt.控制；勒住

73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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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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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declaration 1 [,deklə'reiʃən] n.（纳税品等的）申报；宣布；公告；申诉书

77 declared 1 [di'klεəd] adj.公然的；公开宣布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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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directive 4 [di'rektiv, dai-] n.指示；指令 adj.指导的；管理的

80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81 disease 3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

82 disregarding 1 英 [ˌdɪsrɪ'ɡɑːd] 美 [ˌdɪsrɪ'ɡɑːrd] vt. 不顾；忽视 n. 漠视；不理会

83 district 1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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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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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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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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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educators 2 ['edʒʊkeɪtəz] 教育者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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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93 essential 4 [i'senʃəl] adj.基本的；必要的；本质的；精华的 n.本质；要素；要点；必需品

94 essentially 1 [i'senʃəli] adv.本质上；本来

95 Evans 1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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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98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99 exc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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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expand 1 [ik'spænd] vt.扩张；使膨胀；详述 vi.发展；张开，展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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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explain 1 [ik'splein] v.说明；解释

103 exposed 2 [ik'spəuzd] adj.暴露的，无掩蔽的 v.暴露，揭露（expose的过去分词）

104 exposure 2 [ik'spəuʒə] n.暴露；曝光；揭露；陈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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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f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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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faster 1 ['fa:stə] adj.更快的 adv.更快地 n.(Faster)人名；(德、捷)法斯特

108 fastest 1 ['fɑːstɪst] adj. 最快的 形容词fast的最高级形式.

109 federation 1 ['fedəreiʃən] n.联合；联邦；联盟；联邦政府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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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first 2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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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114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15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116 Forsyth 2 n.福赛斯（美国地名）

117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18 function 1 ['fʌŋkʃən] n.功能；[数]函数；职责；盛大的集会 vi.运行；活动；行使职责

119 Garcia 1 ['ga:ʃjə] n.加西亚（姓氏）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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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Georgia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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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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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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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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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governors 1 调速器

126 Greene 3 [gri:n] n.格林（姓氏）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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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guidance 2 ['gaidəns] n.指导，引导；领导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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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Harper 1 ['hɑ:pə] n.哈珀（英语姓氏）

131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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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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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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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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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health 3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36 healthcare 1 ['helθkeə] 保健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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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Hillary 1 ['hiləri:] n.希拉里（美国现任国务卿）

139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40 homeland 2 ['həumlænd] n.祖国；故乡

141 howev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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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if 6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43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44 i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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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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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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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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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influence 1 ['influəns] n.影响；势力；感化；有影响的人或事 vt.影响；改变

149 infrastructure 5 ['infrə,strʌktʃə] n.基础设施；公共建设；下部构造

150 insult 1 [in'sʌlt] vt.侮辱；辱骂；损害 n.侮辱；凌辱；无礼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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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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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54 issue 1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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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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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jeff 1 [dʒef] n.杰夫（男子名，等于Jeffrey）

158 jennifer 1 ['dʒenifə] n.詹尼弗（女子名）

159 Jonathan 1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160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161 kee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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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kemp 1 [kemp] n.冠军；粗毛 vi.收割竞赛 n.(Kemp)人名；(法、荷、英、德、葡、西)肯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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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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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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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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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list 2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169 means 3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170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171 meat 1 [mi:t] n.肉，肉类（食用）

172 might 2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173 mistake 1 [mi'steik] n.错误；误会；过失 vt.弄错；误解 vi.弄错；误解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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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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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necessary 2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178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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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newest 1 [nu ɪːst] adj. 最新的 形容词new的最高级形式.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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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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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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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officers 1 n.军官，人员（officer复数形式）

186 officials 3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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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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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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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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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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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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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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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percentage 1 [pə'sentidʒ] n.百分比；百分率，百分数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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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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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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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police 1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
200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201 positiv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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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potentially 1 [pə'tenʃəli] adv.可能地，潜在地

203 prekindergarten 1 幼儿园学龄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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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president 4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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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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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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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09 processing 1 n. 进程；步骤；数据处理；整理；配制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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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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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quarantin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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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Randi 1 n. 兰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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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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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recognized 1 ['rekəɡnaɪzd] adj. 公认的；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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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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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t] 美 [rɪ'pɔː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221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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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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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rule 1 [ru:l] vi.统治；管辖；裁定 n.统治；规则 vt.统治；规定；管理；裁决；支配 n.(Rule)人名；(英)鲁尔；(塞)鲁莱

225 rul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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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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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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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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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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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school 9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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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security 2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233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34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235 seventh 1 ['sevənθ] n.第七；七分之一 adj.第七的；七分之一的 adv.居第七位地

236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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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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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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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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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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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242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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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Spanish 1 ['spæniʃ] adj.西班牙的；西班牙人的；西班牙语的 n.西班牙语；西班牙人

244 spokesperson 2 ['spəuks,pə:s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245 sprea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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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spreader 1 ['spredə] n.[建]撒布机；散布者；推广者

247 spreading 2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248 starkly 1 ['sta:kli] adv.严酷地；明显地；毫无掩饰地

249 sta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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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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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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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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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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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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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students 3 [st'juːdnts] 学生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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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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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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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teachers 9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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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Tennessee 3 [,teni'si:] n.田纳西州（美国州名）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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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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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the 4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66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67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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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thi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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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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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threaten 2 ['θretən] vt.威胁；恐吓；预示 vi.威胁；可能来临

272 time 1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273 to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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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74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75 trum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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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277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78 unclear 1 英 [ˌʌn'klɪə(r)] 美 [ˌʌn'klɪr] adj. 不清楚的；含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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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unsafe 1 [ʌn'seɪf] adj. 不安全的；危险的；靠不住的

281 us 1 pron.我们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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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virus 2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284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85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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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weaker 1 [wiː kər] adj. 较弱的 形容词weak的比较级形式.

287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88 Weingarten 2 n. 温加滕

289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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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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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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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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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5 workers 7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296 wor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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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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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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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