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9-14 [Education Report] Teacher Deaths Raise Alarms at
Start of New School Year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2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in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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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school 2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5 and 1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6 to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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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said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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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teachers 11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9 year 1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0 new 10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1 was 10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2 for 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3 hav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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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i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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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t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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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 died 8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17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8 teacher 7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19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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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1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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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high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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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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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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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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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ugust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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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district 5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28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9 ha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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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 he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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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 Mississippi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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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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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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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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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

35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36 contact 4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37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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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start 4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40 students 4 [st'juːdnts] 学生

41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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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American 3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44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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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47 began 3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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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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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lo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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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oronavirus 3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52 deaths 3 ['deθs] 死亡人口

53 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54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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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illness 3 ['ilnis] n.病；疾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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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Missouri 3 [mi'zuəri] n.密苏里（美国州名）

59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60 severe 3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61 someone 3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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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three 3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64 virus 3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65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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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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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workers 3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68 alone 2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69 already 2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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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ashlee 2 n. 阿什莉

72 Ashley 2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73 asthma 2 ['æsmə, 'æz-] n.[内科][中医]哮喘，气喘

74 bannister 2 ['bænistə] n.栏杆 n.(Bannister)人名；(英)班尼斯特

75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76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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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78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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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Carolina 2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80 cases 2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81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82 confirm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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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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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coverings 2 ['kʌvərɪŋz] n. 覆盖物

85 d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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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d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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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7 dunlap 2 邓拉普（人名）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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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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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facebook 2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91 federation 2 ['fedəreiʃən] n.联合；联邦；联盟；联邦政府

92 football 2 ['fut,bɔ:l] n.足球，橄榄球 vi.踢足球；打橄榄球

93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94 guidelines 2 ['ɡaɪdlaɪnz] n. 指导方针；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.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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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97 him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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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8 history 2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99 hospital 2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100 hospitalized 2 英 ['hɒspɪtəlaɪz] 美 ['hɑːspɪtəlaɪz] vt. 就医；使住院

101 infrastructure 2 ['infrə,strʌktʃə] n.基础设施；公共建设；下部构造

102 James 2 [dʒeimz] n.詹姆斯（姓氏，男子名）；《雅各书》

103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104 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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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middle 2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106 prevent 2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107 pugh 2 [pju:] int.表示轻蔑，嫌恶等时所发声音呸 n.(Pugh)人名；(英)皮尤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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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quarantini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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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11 region 2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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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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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required 2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115 risk 2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116 schools 2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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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sister 2 n.姐妹；（称志同道合者）姐妹；修女；护士 adj.姐妹般的；同类型的

119 slade 2 abbr. (英国)平版及套色印刷工人工会(=Society of Lithographic Artists；Designers；Engravers；and Process Workers)



120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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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sou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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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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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started 2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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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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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teaching 2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127 Thompson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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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9 tracing 2 ['treisiŋ] n.追踪；追查；描摹；摹图；显迹 v.追踪（trace的ing形式）

130 unclear 2 英 [ˌʌn'klɪə(r)] 美 [ˌʌn'klɪr] adj. 不清楚的；含混的

131 Weeks 2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132 Weingarten 2 n. 温加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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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York 2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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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Adam 1 ['ædəm] n.亚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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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advice 1 [əd'vais] n.建议；忠告；劝告；通知

139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40 alarms 1 英 [ə'lɑːm] 美 [ə'lɑːrm] n. 警报；警报器；惊恐 vt. 警告；使惊恐；向 ... 报警

141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42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43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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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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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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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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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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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9 avoided 1 [ə'vɔɪdɪd] adj. 避免了 动词avoi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50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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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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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battle 1 ['bætl] n.战役；斗争 vi.斗争；作战 vt.与…作战 n.(Battle)人名；(英)巴特尔；(法)巴特勒；(西)巴特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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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156 blood 1 [blʌd] n.血，血液；血统 vt.从…抽血；使先取得经验 n.(Blood)人名；(英、西)布拉德

157 board 1 [bɔ:d] n.董事会；木板；甲板；膳食 vt.上（飞机、车、船等）；用板盖上；给提供膳宿 vi.寄宿 n.(Board)人名；(英、西)
博德

158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159 breath 1 [breθ] n.呼吸，气息；一口气，（呼吸的）一次；瞬间，瞬息；微风；迹象；无声音，气音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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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Bridges 1 ['bridʒiz] n.布里奇斯（姓氏）

162 brings 1 [brɪŋz] v. 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劝诱（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63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

164 cancer 1 ['kænsə] n.癌症；恶性肿瘤

165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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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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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charge 1 [tʃɑ:dʒ] n.费用；电荷；掌管；控告；命令；负载 vt.使充电；使承担；指责；装载；对…索费；向…冲去 vi.充电；控
告；索价；向前冲；记在账上 n.(Charge)人名；(法)沙尔热；(英)查奇

169 claimed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
170 classroom 1 ['klɑ:srum] n.教室

171 coach 1 n.教练；旅客车厢；长途公车；四轮大马车 vt.训练；指导 vi.作指导；接受辅导；坐马车旅行 n.蔻驰（皮革品牌）

172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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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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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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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177 containing 1 [kən'teɪnɪŋ] n. 包含；包括 v. 容纳；包含；抑制；克制（动词contain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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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county 1 ['kaunti] n.郡，县

180 couple 1 ['kʌpl] n.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结合；成婚 vt.结合；连接；连合 n.(Couple)人名；(法)库普勒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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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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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184 demetria 1 n. 迪米特丽亚

185 demi 1 ['di:mai] adj.小的，一半的

186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187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188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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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distancing 1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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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dodge 1 [dɔdʒ] n.躲闪；托词 vi.躲避，避开 vt.躲避，避开 n.(Dodge)人名；(英)道奇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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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4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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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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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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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educators 1 ['edʒʊkeɪtəz] 教育者

199 elementary 1 [,eli'mentəri] adj.基本的；初级的；[化学]元素的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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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202 Evans 1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203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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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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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06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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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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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grade 1 [greid] n.年级；等级；成绩；级别；阶段 vt.评分；把…分等级 vi.分等级；逐渐变化 n.(Grade)人名；(英)格雷德；(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塞、瑞典)格拉德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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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212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213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214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215 Holmes 1 [həulmz] n.福尔摩斯（英国作家柯南道尔所著侦探小说中的神探）

216 identifying 1 n.识别，标识；标识关系 v.识别（identify的现在分词）

217 ill 1 [il] adj.生病的；坏的；邪恶的；不吉利的 adv.不利地；恶劣地；几乎不 n.疾病；不幸 n.(Ill)人名；(捷、匈)伊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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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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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infection 1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
221 instruction 1 [in'strʌkʃən] n.指令，命令；指示；教导；用法说明

222 intensive 1 [in'tensiv] adj.加强的；集中的；透彻的；加强语气的 n.加强器

223 investigation 1 [in,vesti'geiʃən] n.调查；调查研究

224 jennifer 1 ['dʒenifə] n.詹尼弗（女子名）

225 johnny 1 ['dʒɔni] n.男人；家伙；短袖无领病号服 n.(Johnny)人名；(英、西、瑞典)约翰尼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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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Kansas 1 ['kænzəs] n.堪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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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230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231 lafayette 1 [,lɑ:fei'et] n.拉斐特（美国印地安纳州西部城市）；老佛爷（法国百货公司）；三刺光鲳 n.(Lafayette)人名；(英、
法、西、葡)拉斐特

232 l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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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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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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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linked 1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
236 li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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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lists 1 ['lists] n.竞技场 竞技场围栏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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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240 Louis 1 ['lu:i] n.路易斯（男子名）

241 lung 1 [lʌŋ] n.肺；呼吸器 n.(Lung)人名；(越)珑；(罗、塞、匈、瑞典、德)伦格

242 made 1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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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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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

247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248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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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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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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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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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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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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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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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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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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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60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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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Oxford 1 ['ɔksfəd] n.牛津大学；牛津（英国城市）

263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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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physical 1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266 physically 1 ['fizikli] adv.身体上，身体上地

267 players 1 n.队员，参与者；玩家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；迷你音碟机，雷射唱盘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

268 plural 1 ['pluərəl] adj.复数的 n.复数

269 Potosi 1 [,pɔtəu'si:] n.波托西（玻利维亚省份）

270 preparing 1 [prɪ'peərɪŋ] adj. 准备的；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.

271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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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274 principal 1 ['prinsəpəl] adj.主要的；资本的 n.首长；校长；资本；当事人

275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276 properly 1 ['prɔpəli] adv.适当地；正确地；恰当地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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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Raina 1 n. 雷纳; 雷娜

279 raise 1 [reiz] vt.提高；筹集；养育；升起 vi.上升 n.高地；上升；加薪 n.(Raise)人名；(英)雷兹

280 Randi 1 n. 兰迪

281 release 1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282 resigning 1 [rɪ'zaɪn] v. 辞职；放弃；顺从；听任

283 retirees 1 离退休人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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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roads 1 n. 路；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. 罗兹(姓氏)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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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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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

288 runs 1 [rʌnz] n.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；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.

289 Russell 1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290 safeguards 1 ['seɪfɡɑːdz] v. 安全保护 动词safeguard的第三人称单数.

291 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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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self 1 [self] n.自己，自我；本质；私心 adj.同一的 vt.使自花授精；使近亲繁殖 vi.自花授精 n.(Self)人名；(英)塞尔夫

294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295 shortness 1 ['ʃɔ:tnis] n.不足；简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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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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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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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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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301 southwest 1 [,sauθ'west] n.西南方 adj.西南的 adv.往西南；来自西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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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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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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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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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strict 1 [strikt] adj.严格的；绝对的；精确的；详细的

308 structures 1 [st'rʌktʃəz] n.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.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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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superintendent 1 [,sju:pərin'tendənt] n.监督人；负责人；主管；指挥者

311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312 tells 1 [tel] v. 告诉；吩咐；讲述；表达；辨别；判断；泄露；告发；产生效果

313 temperature 1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314 tested 1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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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6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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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tom 1 n.雄性动物（尤指雄猫）；汤姆（人名） v.〈美口〉(像汤姆叔一样)逆来顺受

319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20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21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322 unit 1 ['ju:nit] n.单位，单元；装置；[军]部队；部件

323 us 1 pron.我们

324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25 viruses 1 ['vaɪərəsɪz] n. 病毒 名词virus的复数形式.

326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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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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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30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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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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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Windsor 1 ['winzə] n.温莎（地名，伦敦西方的城市）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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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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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6 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37 workout 1 ['wə:kaut] n.锻炼；练习；试验

338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39 worried 1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
340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341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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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