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-09-13 [Education Report] Universities Fight COVID-19 With
Stronger Measures 词频表
the 6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of 3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 to 3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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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通话·威妥玛)
4

in

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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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students 24 [st'juːdnts] 学生
6 university 18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7 and 1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8 for 1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9 school 14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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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 t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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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 at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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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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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14 student 9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15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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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 campus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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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

斯

health 7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19 were 7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20 classes 6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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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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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online 6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24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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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

伯)赛义德

stat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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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27 those 6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28 actions 5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29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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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2 officials 5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33 person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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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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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 cases 4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36 fac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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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 Florida 4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25

ha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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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9 infections 4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40 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41 numb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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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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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 parties 4 英 ['pɑːti] 美 ['pɑːrti] n. 聚会；宴会；政党；一伙人；[律]当事人 vi. 开派对
44 quarantine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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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 tak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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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6 test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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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7 tha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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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；
38

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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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 universities 4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ːrsəti] n. 大学
50 wastewater 4 ['weist,wɔ:tə, -,wɔ-] n.废水，污水
51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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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53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54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55 among 3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56 attending 3 adj.（医生）主治的 v.参加（attend的现在分词）；注意，听；照顾；[常用被动语态]（作为结果、情况）伴随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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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

的）食品罐头

college 3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59 disease 3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60 fight 3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61 gathering 3 ['gæðəriŋ] n.聚集；集会；收款 v.聚集（gather的ing形式）
62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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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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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

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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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ore

organization 3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65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66 perce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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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7 period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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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8 positive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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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9 received 3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70 rule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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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71 schools 3 [s'kuːl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72 social 3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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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4 tested 3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75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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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today 3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77 Virginia 3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78 virus 3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76

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80 west 3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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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2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83 wvu 3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西弗吉尼亚州立大学
84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85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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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7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88 Arkansas 2 ['ɑ:kənsɔ:] n.（美国）阿肯色州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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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0 autum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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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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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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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93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94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95 building 2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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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7 came 2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98 cannot 2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99 cent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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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92
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colleges 2 ['kɒlɪdʒɪz] 高校
101 coverings 2 ['kʌvərɪŋz] n. 覆盖物
102 days 2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103 distancing 2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104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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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0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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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r 2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106 earlier 2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107 events 2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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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5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ollow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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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10 gatherings 2 ['ɡæðərɪŋz] n. 聚集，集会（名词gathering的复数形式）
111 happened 2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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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3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114 h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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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09
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hous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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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6 increasing 2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117 infection 2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118 Jill 2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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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5

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121 le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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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2 liv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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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120

(英)利文

loc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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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4 main 2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123

因

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126 moved 2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27 order 2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128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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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25

西、土)奥韦尔

penalty 2 ['penəlti] n.罚款，罚金；处罚
131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132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133 reflection 2 [re'flekʃən] n.反射；沉思；映象
134 related 2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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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6 report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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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7 retur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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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8 ri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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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9 Robbins 2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140 schmutz 2 [ʃmuts] n.污物；废物；垃圾 n.(Schmutz)人名；(德、法)施穆茨
141 seeing 2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142 sent 2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143 September 2 [sep'tembə] n.九月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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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5 spreader 2 ['spredə] n.[建]撒布机；散布者；推广者
146 statement 2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147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148 super 2 ['sju:pə] adj.特级的；极好的 n.特级品，特大号；临时雇员 n.(Super)人名；(英)休珀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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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0 test 2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151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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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3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154 took 2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155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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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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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8 wor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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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59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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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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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161

across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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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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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3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64 affairs 1 英 [ə'feə(r)] 美 [ə'fer] n. 私通；事件；事务；事情
165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166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167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168 anoth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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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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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0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171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72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173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174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175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176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177 associate 1 [ə'səuʃieit, ə'səuʃiət, -eit] vi.交往；结交 n.同事，伙伴；关联的事物 vt.联想；使联合；使发生联系 adj.副的；联合的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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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79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180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181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182 Boston 1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183 Bradley 1 ['brædli] n.布兰得利（男子名）
184 breaking 1 ['breikiŋ] n.破坏；阻断 v.破坏（break的ing形式）
185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186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187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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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8 canceled 1 ['kænsl] v. 取消；作废；注销；抵消；删除 n. 取消；删除
189 ca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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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0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191 character 1 ['kærəktə] n.性格，品质；特性；角色；[计]字符 vt.印，刻；使具有特征 n.(Character)人名；(英)克拉克特
192 charges 1 [t'ʃɑːdʒɪz] n. 费用
193 clearly 1 ['kliəli] adv.清晰地；明显地；无疑地；明净地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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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2
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Coben 1 n. 科本
196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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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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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9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200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201 considering 1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202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203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204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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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5

crowded 1 ['kraudid] adj.拥挤的；塞满的 v.拥挤（crowd的过去分词）
207 dean 1 n.院长；系主任；教务长；主持牧师
208 degree 1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209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210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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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2 earned 1 ['ɜːnd] adj. 挣得的；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13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214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215 eleven 1 [i'levən] n.十一；十一个 adj.十一的；十一个的 num.十一；十一个
216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217 employees 1 [ˌemplɔɪ'iː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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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6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220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221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222 existence 1 [ig'zistəns] n.存在，实在；生存，生活；存在物，实在物
223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224 experiencing 1 [ɪk'spɪərənsɪŋ] n. 体验；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.
225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226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219
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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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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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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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0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231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232 Gainesville 1 ['geinesvil] n.盖恩斯维尔（美国佛罗里达州北部城市）
233 germ 1 [dʒə:m] n.[植]胚芽，萌芽；细菌 vi.萌芽
234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235 g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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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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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7 greg 1 [greg] n.格雷格（男子名，等于Gregory）
238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239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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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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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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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

help

24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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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244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245 hotel 1 [həu'tel] n.旅馆，饭店；客栈 vt.使…在饭店下榻 vi.进行旅馆式办公 n.(Hotel)人名；(法)奥泰尔
246 Illinois 1 [,ili'nɔi(z)] n.伊利诺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247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243

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249 indoor 1 ['indɔ:] adj.室内的，户内的
250 infects 1 [ɪn'fekt] vt. 传染；感染
251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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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8

关系的；世界的

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254 Jeffrey 1 ['dʒefri] n.杰弗里（男子名，等于Geoffrey）
255 Jose 1 n.约瑟（人名）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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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7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258 language 1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259 law 1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253

(英、缅、柬)劳

letters 1 [letəz] n.[语]字母；书信；读者投书栏（letter的复数） v.用字母标明；用印刷体写（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261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262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263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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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0
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Massachusetts 1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266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267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268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269 messag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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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0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271 Morgantown 1 摩根敦（美国城市）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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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65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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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4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275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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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7 newspaper 1 ['nju:s,peipə, 'nju:z-] n.报纸 报社 旧报纸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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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9 normal 1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280 northeastern 1 [,nɔ:θ'i:stən] adj.在东北的；东北方的；来自东北的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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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82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283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284 occurred 1 [ə'kɜːd] adj. 发生的 动词occu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85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286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287 olds 1 n.老者（old的复数形式）
288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289 opened 1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27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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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91 organizing 1 v.组织（organize的ing形式）；使有机化 n.组织 adj.组织上的
292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293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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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0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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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6 party 1 n.政党，党派；聚会，派对；当事人[复数parties] vi.参加社交聚会[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]
297 permitted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298 pictures 1 ['pɪktʃəz] n.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.
299 please 1 [pli:z] vt.使喜欢；使高兴，使满意 vi.讨人喜欢；令人高兴 int.请（礼貌用语）
300 presence 1 ['prezəns] n.存在；出席；参加；风度；仪态
301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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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95
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304 program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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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3

程式

public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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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6 punishing 1 ['pʌniʃiŋ] adj.严厉的；打击沉重的；精疲力尽的 v.惩罚；折磨（punish的ing形式）
307 punishment 1 ['pʌniʃmənt] n.惩罚；严厉对待，虐待
308 punishments 1 ['pʌnɪʃmənts] 处分
309 p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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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05

(泰、缅)布

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311 rate 1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312 rates 1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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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4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315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316 requiring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317 restrict 1 [ri'strikt] vt.限制；约束；限定
318 restricting 1 [rɪs'trɪktɪŋ] adj. 限制的，约束的 v. 限制，约束，束缚（restrict的现在分词）
319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320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321 rises 1 [raɪz] vi. 上升；升起；增加；起床；反抗；复活 n. 上升；增加；斜坡；小山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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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3 romero 1 n. 罗梅罗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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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310
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rooms 1 [ruːm] n. 房间；空间；机会 v. 寄宿；给…提供留宿
326 rose 1 n.玫瑰；粉红色；蔷薇（花）；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.玫瑰花的；玫瑰色的；粉红色的；带有玫瑰香味的 vt.使成玫瑰色，
325

使（面颊）发红；使有玫瑰香味 vi.起义(rise的过去式)；升起；（数量）增加；休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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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8 Ryan 1 瑞恩；瑞安（人名）
329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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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27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330

saying

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secretary 1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332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333 see 1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334 sept 1 n.氏族；家族 abbr.（Sept.）九月（September）
335 serve 1 [sə:v] vt.招待，供应；为…服务；对…有用；可作…用 vi.服役，服务；适合，足够；发球；招待，侍候 n.发球，轮到发
331

球 n.(Serve)人名；(法)塞尔夫

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337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338 shortly 1 ['ʃɔ:tli] adv.立刻；简短地；唐突地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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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36

肖

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341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342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343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344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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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40
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34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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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348 spaces 1 n. 空格；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.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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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0 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351 stachel 1 n. 施塔赫尔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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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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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4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355 stronger 1 [英[strɒŋə(r)] 美[strɒŋə]] adj.更强壮的
356 strongest 1 英 [strɒŋɡɪst] 美 [strɔːŋɡɪst] adj. 最强壮的 形容词strong的最高级.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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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47

学习；读书；仔细观察；努力

substance 1 ['sʌbstəns] n.物质；实质；资产；主旨
359 suddenly 1 ['sʌdnli] adv.突然地；忽然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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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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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8

的）售得金额

Tallahassee 1 [,tælə'hæsi] n.塔拉哈西（美国佛罗里达州首府）
363 teaching 1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364 temporarily 1 ['tempərərili, ,tempə'rεə-] adv.临时地，临时
365 temporary 1 ['tempərəri] adj.暂时的，临时的 n.临时工，临时雇员
366 tests 1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367 text 1 [tekst] n.[计]文本；课文；主题 vt.发短信
368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369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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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1 twenty 1 ['twenti] n.二十；二十年代 num.二十 adj.二十的
362

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373 undergraduate 1 [,ʌndə'grædjuət] n.大学生；大学肄业生 adj.大学生的
374 undergraduates 1 [ʌndəɡ'rædʒuəts] 大学生
375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376 us 1 pron.我们
3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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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8 Utah 1 ['ju:tɑ:] n.美国犹他州
379 vacation 1 [və'keiʃən] n.假期；（房屋）搬出 vi.休假，度假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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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1 videos 1 英 ['vɪdiəʊ] 美 ['vɪdioʊ] n. 录像；视频 v. 录制电视节目 adj. 视频的；录像的
382 violation 1 [,vaiə'leiʃən] n.违反；妨碍，侵害；违背；强奸
383 wa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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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4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385 wearing 1 [wεə riŋ, wεərŋ, 'wεəriŋ] adj.磨损的；穿用的；令人疲倦的 v.穿着；磨损（wear的ing形式） n.(Wearing)人名；(英)韦尔林
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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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7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388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389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3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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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1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392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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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2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