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9-02 [Education Report] Distance Learning in the United
State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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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cepts 1 [ək'sept] vt. 接受；同意；承担(责任等) vi. 接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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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tive 1 ['æktiv] adj.积极的；活跃的；主动的；有效的；现役的 n.主动语态；积极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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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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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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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dministrator 1 [əd'ministreitə] n.管理人；行政官

9 admit 1 [əd'mit] vt.承认；准许进入；可容纳 vi.承认；容许

10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11 afford 1 [ə'fɔ:d] vt.给予，提供；买得起 n.(Afford)人名；(英)阿福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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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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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ileen 1 [ei'li:n; 'eili:n] n.艾琳（女子名，等于Alene，Eileen，Helen）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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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7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18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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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21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22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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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nnounced 2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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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r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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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8 arts 2 [a:ts] n.文科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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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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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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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33 Audra 2 奥德拉

34 babysitter 1 英 ['beɪbisɪtə(r)] 美 ['beɪbisɪtər] n. 临时保姆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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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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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egin 1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39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

40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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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broward 1 n. 布劳沃德

43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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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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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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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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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amp 1 [kæmp] vi.露营；扎营 vt.扎营；使扎营 n.露营 n.(Camp)人名；(英)坎普；(瑞典)坎普；(法)康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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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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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ared 1 英 [keə(r)] 美 [ker] v. 关心；担忧；照顾；喜爱；介意；倾向于；愿望；在乎 n. 小心；照料；忧虑；注意；护理

53 caregivers 1 ['keəɡɪvəz] 照顾者

54 carrie 1 ['kæri:] n.卡丽（女名，Caroline的昵称）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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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atching 1 ['kætʃiŋ] adj.传染性的；有魅力的 v.抓住（catch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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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enters 3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59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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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61 chemical 1 ['kemikəl] n.化学制品，化学药品 adj.化学的

62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63 child 2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64 childcare 1 英 ['tʃaɪldkeə(r)] 美 ['tʃaɪldker] n. 幼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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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ity 5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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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ollected 1 [kə'lektid] adj.镇定的；收集成的 v.收集；聚集（collect的过去式）

69 combat 1 ['kɔmbæt, kəm'bæt] vt.反对；与…战斗 vi.战斗；搏斗 n.战斗；争论 adj.战斗的；为…斗争的 n.(Combat)人名；(法)孔巴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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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community 3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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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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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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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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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county 1 ['kaunti] n.郡，县

78 coverings 1 ['kʌvərɪŋz] n. 覆盖物

79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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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82 danc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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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83 daughter 2 ['dɔ:tə] n.女儿；[遗][农学]子代 adj.女儿的；子代的

84 day 3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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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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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describe 1 [di'skraib] vt.描述，形容；描绘

88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89 difficulties 2 ['dɪfɪkəlti] n. 困难；争议；麻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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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disease 2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92 distance 8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
93 district 2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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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96 dr 1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97 drop 1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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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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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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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educators 1 ['edʒʊkeɪtəz] 教育者

102 English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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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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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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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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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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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explosion 1 n.爆炸；爆发；激增 n.（Explosion）《引爆者》（一部中国动作、犯罪电影）。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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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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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families 3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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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fighting 1 ['faitiŋ] adj.战斗的；好战的；适于格斗的 n.战斗，搏斗 v.奋斗（fight的ing形式）；打仗；与…进行拳击

115 finances 1 ['faɪnænsɪz] n. 财源；资产 名词finance的复数形式.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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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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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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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foster 2 ['fɔstə] vt.培养；养育，抚育；抱（希望等） adj.收养的，养育的 n.(Foster)人名；(英、捷、意、葡、法、德、俄、西)福
斯特

120 Francisco 1 [fræn'siskəu] n.弗朗西斯科（男子名，等于Francis）

121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122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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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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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germs 1 [dʒɜ rːms] n. 细菌 名词germ的复数形式.

126 g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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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7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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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greatest 1 ['greɪtɪst] adj. 最大的 形容词great的最高级.

130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31 groups 2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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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3 hand 1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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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heather 1 ['heðə] adj.杂色的；似石南的 n.石南属植物 n.(Heather)人名；(英)希瑟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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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hel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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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he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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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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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hiring 1 ['haiəriŋ] n.雇用；租用 v.雇用（hire的ing形式）

141 historical 1 [his'tɔrikəl] adj.历史的；史学的；基于史实的

142 hollingsworth 1 n. 霍林斯沃思

143 Hollywood 1 ['hɔliwud] n.好莱坞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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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homeless 1 ['həumlis] adj.无家可归的 无家可归的人 无家可归

146 hospital 1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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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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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hub 1 [hʌb] n.中心；毂；木片 n.(Hub)人名；(捷)胡布

150 hubs 1 中枢

151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152 husband 1 ['hʌzbənd] vt.节约地使用（或管理） n.丈夫 n.(Husband)人名；(英)赫斯本德

153 hutchcraft 2 n. 赫奇克拉夫特

154 ideal 1 [ai'diəl] adj.理想的；完美的；想象的；不切实际的 n.理想；典范

155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56 immediately 1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
157 in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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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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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income 1 ['inkʌm] n.收入，收益；所得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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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interesting 1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
162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163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164 inviting 1 [in'vaitiŋ] adj.诱人的；有魅力的 v.邀请（invite的ing形式）



165 is 1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66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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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jennifer 2 ['dʒenifə] n.詹尼弗（女子名）

168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169 Kansas 2 ['kænzəs] n.堪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170 katie 1 ['keiti] n.卡蒂（女子名，等于Kate）

171 kids 1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
172 kill 1 [kil] vt.杀死；扼杀；使终止；抵消 vi.杀死 n.杀戮；屠杀 adj.致命的；致死的 n.(Kill)人名；(德)基尔

173 Kirkwood 1 n.(Kirkwood)人名；(英)柯克伍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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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language 1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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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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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learning 14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79 libraries 2 英 ['laɪbrəri] 美 ['laɪbreri] n. 图书馆；藏书；书房

180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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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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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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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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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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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88 Lyons 1 [ljuŋ] n.里昂（法国城市名）

189 magic 1 ['mædʒik] n.巫术；魔法；戏法 adj.不可思议的；有魔力的；魔术的 n.(Magic)人名；(英)马吉克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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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92 martial 3 ['mɑ:ʃəl] adj.军事的；战争的；尚武的 n.(Martial)人名；(法)马夏尔

193 marty 1 ['mɑ:ti] n.马蒂（男子名，Martin的异体）

194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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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mental 1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197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198 m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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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Missouri 3 [mi'zuəri] n.密苏里（美国州名）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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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museum 3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202 m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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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myself 1 [mai'self] pron.我自己；我亲自；我的正常的健康状况和正常情绪

204 nanny 1 ['næni] n.保姆；母山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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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06 negative 2 ['negətiv] adj.[数]负的；消极的；否定的；阴性的 n.否定；负数；[摄]底片 vt.否定；拒绝

207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08 nonprofit 1 adj.非盈利的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

209 nonprofits 1 ['nɒnpr'ɒfɪts] 非营利组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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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note 1 [nəut] n.笔记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纸币；便笺；照会；调子 vt.注意；记录；注解 n.(Note)人名；(英)诺特

212 noun 1 [naun] n.名词 n.(Noun)人名；(以)努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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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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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nurse 1 [nə:s] vt.看护，护理；照顾；培养；给…喂奶 vi.照料，护理；喂奶；当保姆 n.护士；奶妈，保姆 n.(Nurse)人名；(英)纳
斯

216 objects 1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
217 occurrence 1 [ə'kə:rəns, -'kʌ-] n.发生；出现；事件；发现

218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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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221 offers 1 英 ['ɒfə(r)] 美 ['ɔːfər] vt. 提供；提出；（卖方）出价；贡献 vi. 提议；出现；求婚 n. 提议；出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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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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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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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olds 1 n.老者（old的复数形式）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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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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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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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ope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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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operations 1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
232 option 1 ['ɔpʃən] n.[计]选项；选择权；买卖的特权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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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organizers 1 ['ɔː ɡənaɪzəz] n. 组织者（organizer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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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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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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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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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ow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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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241 paintings 1 ['peɪntɪŋz] n. 绘画作品；绘画艺术 名词painting的复数形式.

242 pandemic 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43 parents 7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244 Parks 2 n.帕克斯（人名）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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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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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partners 1 英 ['pɑːtnə(r)] 美 ['pɑːrtnər] n. 伙伴；搭档；伴侣；合伙人 v. 同 ... 合作；做 ... 的搭档

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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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Pennsylvania 1 [,pensil'veinjə] n.宾夕法尼亚州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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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252 Philadelphia 1 [,filə'delfjə; -fiə] n.费城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港市）

253 pl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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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places 5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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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pods 1 abbr.资料库系统规则（PrinciplesofDatabaseSystems）

257 poor 2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258 poorest 1 [pʊərɪst] adj. 最穷的 形容词poor的最高级.

259 practitioner 1 n.开业者，从业者，执业医生

260 premier 1 ['premjə, pri'miə, 'pri:m-] adj.第一的；最初的 n.总理，首相

261 preschool 1 ['pri:'sku:l] adj.未满学龄的；就学前的，入学前的 n.幼儿园，育幼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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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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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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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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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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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program 5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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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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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71 quisenberry 2 n. 奎森伯里

272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73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274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275 replacement 1 [ri'pleismənt] n.更换；复位；代替者；补充兵员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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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responsibility 1 [ri.spɔnsə'biliti] n.责任，职责；义务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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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280 Roosevelt 1 ['rəuzəvelt] n.罗斯福（姓氏，美国第26任总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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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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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San 1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
284 sanitizer 2 ['sænitaizə] n.食品防腐剂；消毒杀菌剂（等于sanitiser）

285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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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schools 5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88 schoolwork 1 ['sku:lwə:k] n.家庭作业；学校作业



289 scientific 1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
290 sculptures 1 英 ['skʌlptʃə(r)] 美 ['skʌlptʃər] n. 雕塑；雕刻 v. 雕刻；雕塑；刻蚀；当雕刻师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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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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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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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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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297 sites 1 [saɪt] n. 地点；位置；现场 vt. 使 ... 位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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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sm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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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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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soldiers 1 ['səuldʒə] n.[军]士兵；战士数量（soldier的复数）

302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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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somewhere 1 ['sʌmhwεə] adv.在某处；到某处 n.某个地方

304 spaces 2 n. 空格；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.

305 specialist 1 ['speʃəlist] n.专家；专门医师 adj.专家的；专业的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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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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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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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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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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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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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stress 2 [stres] n.压力；强调；紧张；重要性；重读 vt.强调；使紧张；加压力于；用重音读 n.(Stress)人名；(意)斯特雷斯

313 students 5 [st'juːdnts] 学生

314 studio 1 ['stju:diəu, 'stu:-] n.工作室；[广播][电视]演播室；画室；电影制片厂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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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substance 2 ['sʌbstəns] n.物质；实质；资产；主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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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supervised 1 ['sjuːpəvaɪzd] adj. 有监督的 supervi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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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tak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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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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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teachers 1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323 temperature 1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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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tension 1 ['tenʃən] n.张力，拉力；紧张，不安；电压 vt.使紧张；使拉紧

326 tested 2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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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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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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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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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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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33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34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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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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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thought 2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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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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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to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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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41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42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43 tough 1 [tʌf] adj.艰苦的，困难的；坚强的，不屈不挠的；坚韧的，牢固的；强壮的，结实的 n.恶棍 vt.坚持；忍受，忍耐 adv.
强硬地，顽强地 n.(Tough)人名；(英)图赫

344 trying 2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345 turning 1 ['tə:niŋ] n.转向；旋转；回转；转弯处 v.旋转（turn的ing形式）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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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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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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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unlikely 1 [,ʌn'laikli] adj.不太可能的；没希望的 adv.未必

350 urged 1 ['ɜːdʒd] v. 催促；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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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353 valuable 1 ['væljuəbl] adj.有价值的；贵重的；可估价的 n.贵重物品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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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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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357 war 1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358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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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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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wealthy 1 ['welθi] adj.富有的；充分的；丰裕的 n.富人

362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363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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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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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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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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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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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wildwood 1 ['waildwud] n.自然林；原始丛林 n.(Wildwood)人名；(英)怀尔伍德


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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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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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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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5 work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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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6 workday 1 ['wə:kdei] n.工作日 adj.日常的，工作日的；平凡的

3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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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79 worry 1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380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81 year 7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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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