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9-22 [Education Report] As Some US College Students Party,
Others Report Them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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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ount 2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
3 accountability 1 [ə,kauntə'biləti] n.有义务；有责任；可说明性

4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5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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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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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dds 1 abbr.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(=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)

9 administrators 3 [əd'mɪnɪstreɪtəz] n. 管理员 名词administrator的复数形式.

10 adv 1 ['ædvɜːb] abbr. 副词（=adverb）

11 advisor 1 [əd'vaizə] n.顾问；指导教师；劝告者

12 alcohol 1 ['ælkəhɔl] n.酒精，乙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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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bassadors 2 n.大使( ambassador的名词复数 ); （派驻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）代表; 特使; [比喻]使者

15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6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7 and 1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8 anonymous 1 [ə'nɔniməs] adj.匿名的，无名的；无个性特征的

19 anonymously 3 [ə'nɔnəməsli] adv.不具名地；化名地

20 ar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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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2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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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shley 2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24 aside 1 [ə'said] adv.离开，撇开；在旁边 n.旁白；私语，悄悄话；离题的话 prep.在…旁边

25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26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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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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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ustin 1 ['ɔ:stin] n.奥斯丁（人名）；英国制汽车牌名

29 bar 1 n.条，棒；酒吧；障碍；法庭 vt.禁止；阻拦 prep.除……外 n.(Bar)人名；(阿拉伯、德、法、俄、罗、捷、波、葡、以)巴
尔

30 barring 1 ['bɑ:riŋ] prep.除非；不包括；除…以外 v.阻拦（bar的ing形式） n.(Barring)人名；(德)巴林

31 bars 1 [bɑːz] n. 马齿龈 名词bar的复数形式.

32 basi 2 abbr.国际形体艺术科学学院（BodyArtsandScienceInternational） n.(Basi)人名；(阿拉伯)巴锡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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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5 Boston 4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
36 break 1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晓；
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37 breaking 1 ['breikiŋ] n.破坏；阻断 v.破坏（break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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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usiness 2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40 businessman 1 ['biznismæn] n.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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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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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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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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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斯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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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hances 1 英 [tʃɑːns] 美 [tʃæns] n. 可能性；机会；偶然性 v. 偶然发生；碰巧；冒 ... (的险)

46 Christian 1 ['kristjən; -tʃən] n.基督徒，信徒 adj.基督教的；信基督教的

47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48 college 5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49 Columbia 1 [kə'lʌmbiə] n.哥伦比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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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ompleting 1 [kəm'pliː t] adj. 完整的；完成的；彻底的 vt. 完成；使完美；使圆满；填（表格等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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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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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
55 covid 3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56 craig 2 [kreig] n.克雷格（男子名）

57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58 Daphne 1 ['dæfni] n.瑞香；达芙妮（女名）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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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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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62 distancing 4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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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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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6 during 3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67 ed 1 [ed] abbr.Edmund，Edward，Edwin等的昵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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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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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71 enforce 1 [in'fɔ:s] vt.实施，执行；强迫，强制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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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expelled 1 [ɪk'spel] vt. 驱逐；开除；排出

74 expulsion 1 [ik'spʌlʃən] n.驱逐；开除

75 extreme 1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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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facebook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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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final 1 ['fainl] adj.最终的；决定性的；不可更改的 n.决赛；期末考试；当日报纸的末版

79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80 flout 2 ['flaut] n.嘲笑；轻视；愚弄 vt.嘲笑；藐视；愚弄 vi.嘲笑；表示轻蔑

81 follow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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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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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3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84 foolish 1 ['fu:liʃ] adj.愚蠢的；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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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6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87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88 freshmen 1 ['freʃmən] 大学新生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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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gathered 1 ['gæðəɒ] adj. 聚集的；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91 gatherings 1 ['ɡæðərɪŋz] n. 聚集，集会（名词gathering的复数形式）

92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93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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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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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7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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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grounds 2 [ɡ'raʊndz] n. 木砖 名词ground的复数形式.

100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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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2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03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104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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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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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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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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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111 hide 1 [haid] vt.隐藏；隐瞒；鞭打 vi.隐藏 n.躲藏；兽皮；躲藏处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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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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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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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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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116 horrible 1 ['hɔrəbl] adj.可怕的；极讨厌的

117 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
118 identified 1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19 identities 1 [aɪ'dentəti] n. 一致；身份；特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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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ignore 1 [ig'nɔ:] vt.驳回诉讼；忽视；不理睬

122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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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4 incoming 1 adj.进来的，到来的；即将就任的 n.进入；到来；常作incomings收入，收益

125 increases 1 [ɪn'kriː s] v. 增加；提高 n. 增加；增强；提高

126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127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28 Instagram 1 英 [ˌins'tægrəm] 美 [ˌɪns'tægrəm] n. 一款图片分享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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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0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131 i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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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33 Jan 1 abbr.一月（january） n.(Jan)人名；(阿富、巴基、印)贾恩；(德、荷、丹、挪、捷、波、俄、瑞典、芬、塞)扬；(英)简；
(法、罗)让

134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135 kellermann 3 n. 凯勒曼

136 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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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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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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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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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le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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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letter 1 ['letə] n.信；字母，文字；证书；文学，学问；字面意义 vt.写字母于 vi.写印刷体字母 n.(Letter)人名；(英)莱特

143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144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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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limits 1 ['lɪmɪts] n.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.

147 live 2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148 locals 1 ['ləʊklz] n. 当地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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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151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52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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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masking 1 ['mɑ:skiŋ] n.掩蔽；隐蔽 v.戴面具；掩饰；化装（mask的ing形式）

155 masks 3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156 Massachusetts 1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
157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158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159 Miami 1 n.迈阿密（美国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市）

160 misery 2 ['mizəri] n.痛苦，悲惨；不幸；苦恼；穷困 n.(Misery)人名；(法)米斯里

161 Missouri 3 [mi'zuəri] n.密苏里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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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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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mo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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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mouth 1 [mauθ] n.口，嘴；河口 vt.做作地说，装腔作势地说；喃喃地说出 vi.装腔作势说话

167 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
168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169 nearby 1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
170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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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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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northeastern 1 [,nɔ:θ'i:stən] adj.在东北的；东北方的；来自东北的

173 nose 1 [nəuz] n.鼻子；嗅觉；突出的部分；探问 vt.嗅；用鼻子触 vi.小心探索着前进；探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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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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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6 of 2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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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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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O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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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once 2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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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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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ord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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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orders 1 英 ['ɔː də(r)] 美 ['ɔː rdər] n. 顺序；条理；订单；命令；秩序；阶层；[生]目；点的东西 v. 命令；定购；调整；整理；点餐；
预定，订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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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87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188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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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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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92 parties 3 英 ['pɑ tːi] 美 ['pɑ rːti] n. 聚会；宴会；政党；一伙人；[律]当事人 vi. 开派对

193 part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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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94 partying 1 英 ['pɑ tːi] 美 ['pɑ rːti] n. 聚会；宴会；政党；一伙人；[律]当事人 vi. 开派对

195 paying 1 ['pei'ŋ] adj.支付的；赢利的；合算的 n.支付；填缝；放送绳链 v.支付；报答（pay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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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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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pert 3 [pə:t] adj.无礼的；鲁莽的；大胆的 n.(Pert)人名；(英)珀特

199 pictures 1 ['pɪktʃəz] n.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.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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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plac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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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2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
203 poll 3 [pəul] n.投票；民意测验；投票数；投票所 vt.投票；剪短；对…进行民意测验；获得选票 vi.投票 adj.无角的；剪过毛的；
修过枝的 n.(Poll)人名；(德、匈、罗、英)波尔

204 pools 1 [pu lːz] n. 每周足球普尔 名词poo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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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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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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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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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程式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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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publishing 2 ['pʌbliʃiŋ] n.出版；出版业 adj.出版的；出版业的 v.出版；发行（publish的现在分词形式）；发表

211 punishment 1 ['pʌniʃmənt] n.惩罚；严厉对待，虐待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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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泰、缅)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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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214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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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receiv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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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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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8 report 2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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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eporting 2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21 reports 2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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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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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requiring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224 residence 1 ['rezidəns] n.住宅，住处；居住

225 residences 1 ['rezɪdənsɪz] 住宅

226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227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28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229 ru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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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rule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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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1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人名；(英)朗宁

232 Ryan 1 瑞恩；瑞安（人名）

233 said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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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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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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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236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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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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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secretly 1 ['si:kritli] adv.秘密地；背地里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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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see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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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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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sells 1 [sel] v. 出售；卖

244 senior 5 ['si:njə] adj.高级的；年长的；地位较高的；年资较深的，资格较老的 n.上司；较年长者；毕业班学生 n.(Senior)人名；
(英)西尼尔

245 sent 2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246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247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248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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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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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social 5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53 som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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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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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spokesman 1 ['spəuksm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256 spokeswoman 1 ['spəuks,wumən] n.女代言人，女代言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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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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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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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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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student 3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262 students 13 [st'juːdnts] 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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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suffering 1 ['sʌfəriŋ] n.受难；苦楚 adj.受苦的；患病的 v.受苦；蒙受（suffer的ing形式）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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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suspended 1 [sə'spendid] adj.悬浮的；暂停的，缓期的（宣判）

267 swimming 1 ['swimiŋ] n.游泳；目眩 adj.游泳的；游泳用的；善于游泳的；晕眩的 v.游泳；漂浮；旋转（swim的ing形式）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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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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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takers 1 n. 接受者；购买者（taker的复数）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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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t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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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the 3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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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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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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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78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79 think 2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280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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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Thompson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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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284 to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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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5 try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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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87 twitter 2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
288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89 unhappiness 1 [ʌn'hæpinis] n.苦恼；忧愁

290 unheard 1 [,ʌn'hə:d] adj.听不到的；未被倾听的；不予理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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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university 14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93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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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us 2 pron.我们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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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violations 4 [vaɪə'leɪʃnz] n. 侵害，违反（名词viol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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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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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voluntarily 1 ['vɔləntərili] adv.自动地；以自由意志

300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
301 wa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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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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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303 warning 1 ['wɔ:niŋ] n.警告；预兆；预告 adj.警告的；引以为戒的 v.警告（warn的ing形式） n.(Warning)人名；(德)瓦宁

304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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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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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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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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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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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312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313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314 with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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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Wolfe 1 [wulf] n.乌尔夫（姓氏，男子名）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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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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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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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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