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9-01 [Education Report] Europe Reopens School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arhus 1 ['ɔ:hus] n.奥尔胡斯（丹麦港口城市）

2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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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4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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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7 adults 2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8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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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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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ged 1 ['eidʒid] adj.年老的；…岁的；老年人特有的 v.老化（age的过去式）；成熟；变老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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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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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ngela 1 ['ændʒilə] n.安吉拉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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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18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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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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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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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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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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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 bac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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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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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6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27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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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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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igger 1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
31 boris 1 ['bɔris] n.鲍里斯（男子名）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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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ought 1 [bɔ:t] v.买（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4 breathe 1 [bri:ð] vi.呼吸；低语；松口气；（风）轻拂 vt.呼吸；使喘息；流露；低声说

35 Britain 2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36 British 2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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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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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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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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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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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ause 2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44 cen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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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harlton 1 n.查尔顿；爵敦小学

46 children 10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47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48 clas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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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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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lassroom 1 ['klɑ:srum] n.教室

51 classrooms 2 [k'læsruːmz] 教室

52 clo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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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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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omputers 1 [kəm'pju tːəz] n.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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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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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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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onstant 1 ['kɔnstənt] adj.不变的；恒定的；经常的 n.[数]常数；恒量 n.(Constant)人名；(德)康斯坦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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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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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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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over 2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
65 criticized 1 ['krɪtɪsaɪz] v. 批评；挑剔；评论；非难；吹毛求疵

66 dance 1 [dɑ:ns, dæns] n.舞蹈；舞会；舞曲 vi.跳舞；跳跃；飘扬 vt.跳舞；使跳跃 adj.舞蹈的；用于跳舞的 n.(Dance)人名；(英)丹
斯；(法)当斯

67 Davis 1 ['deivis] n.戴维斯（男子名）

68 deaths 2 ['deθs] 死亡人口

69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
70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71 demanding 1 [di'mɑ:ndiŋ] adj.苛求的；要求高的；吃力的 v.要求；查问（demand的ing形式）

72 Denmark 1 ['denma:k] n.丹麦（欧洲国家）

73 depends 1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
74 determined 1 [di'tə:mind] adj.决定了的；坚决的 v.决定；断定（determine的过去分词）

75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76 disco 1 [diskəu] n.迪斯科舞厅；的士高 n.(Disco)人名；(意)迪斯科

77 discos 1 英 ['dɪskəʊ] 美 ['dɪskoʊ] n. 迪斯科 名词disco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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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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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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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documented 1 ['dɒkjʊməntɪd] adj. 备有证明文件的；有执照的 动词docum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82 drugs 1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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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duty 1 ['dju:ti, 'du:-] n.责任；[税收]关税；职务 n.(Duty)人名；(英)迪蒂

85 easily 2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86 economies 1 [ɪ'kɒnəmɪz] 节约；经济（名词economy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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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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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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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91 Europe 3 ['juərəp] n.欧洲

92 European 3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93 eve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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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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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96 evidence 2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97 exists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
98 experts 2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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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101 father 1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
102 felt 1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103 fine 1 [fain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细小的，精美的；健康的；晴朗的 n.罚款 vt.罚款；澄清 adv.很好地；精巧地 n.(Fine)人名；(意)
菲内；(英)法恩

104 for 1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5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106 forward 1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
107 france 3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108 French 1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
109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10 fund 1 [fʌnd] n.基金；资金；存款 vt.投资；资助 n.(Fund)人名；(德)丰德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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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13 g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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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4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115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116 government 5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17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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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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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guidance 1 ['gaidəns] n.指导，引导；领导

121 gun 1 n.枪支；枪状物；持枪歹徒 vi.用枪射击；加大油门快速前进 vt.向…开枪；开大油门 n.(Gun)人名；(瑞典)贡；(英)冈；



(俄、意)古恩

122 gunning 1 ['gʌniŋ] n.射击；用枪打猎 vt.向…开枪（gun的现在分词） n.(Gunning)人名；(英)冈宁；(瑞典)贡宁；(荷)许宁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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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4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25 has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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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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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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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health 3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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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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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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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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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ho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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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homes 1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
国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136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37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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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in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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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0 increa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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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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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infections 3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44 instruments 1 ['ɪnstrəmənt] n. 仪器；乐器；工具；器械 v. 用器械（或仪器）装备；向…提交文书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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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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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Italy 1 ['itəli] n.意大利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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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151 Johnson 2 ['dʒɔnsən] n.约翰逊（姓氏）

152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53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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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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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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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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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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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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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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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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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3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164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165 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166 literature 1 ['litərətʃə] n.文学；文献；文艺；著作

167 lockdown 2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168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169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170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171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172 Maillard 2 ['meiləd] n.美拉德（一种生化反应）；梅拉德（姓氏）

173 making 2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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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mark 1 n.标志；马克；符号；痕迹；分数 vi.作记号 vt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 n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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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masks 2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178 mathieu 1 n. 马蒂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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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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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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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million 1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
184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
185 minister 3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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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7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88 moral 1 ['mɔrəl, 'mɔ:-] adj.道德的；精神上的；品性端正的 n.道德；寓意 n.(Moral)人名；(德、法、西、葡、土)莫拉尔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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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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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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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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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194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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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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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198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99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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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01 notebooks 1 n. 笔记本；笔记本电脑（notebook的复数）



202 numb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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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of 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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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officials 4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206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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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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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online 3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09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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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opening 1 ['əupəniŋ] n.开始；机会；通路；空缺的职位 adj.开始的 v.开放（open的ing形式）；打开；公开

211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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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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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3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14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15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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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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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pandemic 3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19 parent 1 ['pεərənt] n.父亲（或母亲）；父母亲；根源 n.(Parent)人名；(法)帕朗；(英、西)帕伦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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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Paris 1 ['pæris] n.巴黎（法国首都）；帕里斯（特洛伊王子）

222 partial 1 ['pɑ:ʃəl] adj.局部的；偏爱的；不公平的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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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25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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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phrasal 1 ['freizl] adj.短语的；习惯用语的，成语的

227 plac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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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plague 1 [pleig] n.瘟疫；灾祸；麻烦；讨厌的人 vt.折磨；使苦恼；使得灾祸

229 plagued 2 [pleɪɡ] n. 瘟疫；麻烦；灾祸 vt. 折磨；烦扰；造成麻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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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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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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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234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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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prime 2 [praim] adj.主要的；最好的；基本的 adv.极好地 n.初期；青年；精华；全盛时期 vt.使准备好；填装 vi.作准备 n.(Prime)
人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
237 promised 1 英 ['prɒmɪs] 美 ['prɑːmɪs] n. 诺言；预示；约定；(有)希望 v. 允诺；发誓；答应；有希望

238 protests 1 英 ['prəʊtest] 美 ['proʊtest] n. 抗议；反对 v. 抗议；反对；申明；断言

239 purchases 1 ['pɜ tːʃəsɪz] n. 购买；购买的物品 vt. 购买；通过努力而获得

240 pushed 1 [puʃt] adj.处于窘境的；为难的；推挤现象的 v.推；挤；逼迫（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1 p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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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putting 1 ['putiŋ] n.投掷；（高尔夫球）打球入洞 v.放置（put的ing形式）；轻击球；使球入洞的轻击（putt的ing形式）



243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44 reacted 1 [ri'ækt] v. 反应；反攻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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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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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48 recorded 1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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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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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reopening 3 英 [ˌriː 'əʊpən] 美 [ˌriː 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
252 reopens 1 英 [ˌriː 'əʊpən] 美 [ˌriː 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
253 repeated 1 [ri'pi:tid] adj.再三的，反复的 v.重复；复述（repeat的过去分词）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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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requirements 1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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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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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risk 3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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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1 Russell 2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262 safety 2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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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say 3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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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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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schoolchildren 1 ['sku lːtʃɪldrən] n. 中小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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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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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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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
273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274 September 2 [sep'tembə] n.九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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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signs 1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277 similar 2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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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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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societies 1 [sə'saɪəti] n. 社会；(共同遵守一定的习俗、法律等的）特定群体；社团；协会；上层社会；社交圈；交往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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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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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southeast 1 [,sauθ'i:st] adj.东南的；来自东南的 n.东南；东南地区 adv.来自东南



285 Spain 1 [spein] n.西班牙

286 spre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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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spreads 1 [spred] v. 传播；展开；散布；铺开；伸展；涂撒 n. 范围；传播；差额；幅度；盛宴

288 start 2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289 stay 2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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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strongly 1 ['strɔŋli, 'strɔ:ŋ-] adv.强有力地；坚强地；激烈地；气味浓地

292 students 7 [st'juːdnts] 学生

293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294 supermarket 1 ['sju:pə,mɑ:kit] n.超级市场；自助售货商店

295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296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297 teacher 1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298 teachers 2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299 term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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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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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t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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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the 2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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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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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06 thinks 1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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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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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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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threatened 1 ['θretənd] adj.受到威胁的 v.威胁（threaten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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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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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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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15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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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unable 1 [ʌn'eibl] adj.不会的，不能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；不能胜任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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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unicef 2 ['ju:nisef] abbr.联合国儿童基金会（等于UnitedNationsInternationalChildren'sEmergencyFund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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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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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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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24 verb 1 [və:b] n.动词；动词词性；动词性短语或从句 adj.动词的；有动词性质的；起动词作用的 n.(Verb)人名；(俄)韦尔布

325 ver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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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iolence 1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327 virus 4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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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voice 1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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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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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33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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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35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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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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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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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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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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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43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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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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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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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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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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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9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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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worry 2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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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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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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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