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0-04 [Education Report] English Professor in Panama City
Helps Families, School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and 2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 in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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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1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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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Alvarez 18 阿尔瓦雷斯 n.(Alvarez)人名；(英、西、葡、瑞典)阿尔瓦雷斯

7 he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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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of 1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9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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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eir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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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families 8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3 with 8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4 at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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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6 professor 7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17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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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English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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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ha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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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his 6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1 panama 6 [,pænə'mɑ:] n.巴拿马（位于拉丁美洲）；巴拿马城

22 says 6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3 t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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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lights 5 [laits] n.灯光（light的复数）；（供食用的）家畜的肺脏 v.点亮（light的三单形式）

25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6 students 5 [st'juːdnts] 学生

27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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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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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hel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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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mo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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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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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them 4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33 university 4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34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35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36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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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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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donations 3 [dəʊ'neɪʃnz] 募捐

39 friends 3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40 Gonzalez 3 冈萨雷斯（人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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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grammar 3 ['græmə] n.语法；语法书

42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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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him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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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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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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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ju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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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local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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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need 3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48 old 3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49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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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onl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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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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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part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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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53 schools 3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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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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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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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ve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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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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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aid 2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
60 Alice 2 ['ælis] n.爱丽丝（女子名）

61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62 bett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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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Bryant 2 ['braiənt] n.布赖恩特（男子名，等于Brian）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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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children 2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66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67 clothing 2 ['kləuðiŋ] n.（总称）[服装]服装；帆装 v.覆盖（clothe的ing形式）；给…穿衣

68 disco 2 [diskəu] n.迪斯科舞厅；的士高 n.(Disco)人名；(意)迪斯科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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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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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don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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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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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education 2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73 eight 2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74 elderly 2 ['eldəli] adj.上了年纪的；过了中年的；稍老的

75 entertained 2 英 [ˌentə'teɪn] 美 [ˌentər'teɪn] v. 娱乐；使有兴趣；招待；考虑；抱有；容纳

76 every 2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77 food 2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78 friend 2 [frend] n.朋友；助手；赞助者 n.(Friend)人名；(英)弗兰德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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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games 2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81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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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gets 2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83 goals 2 ['ɡəʊlz] n.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.

84 goes 2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
85 goo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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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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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having 2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88 helping 2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89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90 humanitarian 2 [hju:,mæni'tεəriən] adj.人道主义的；博爱的；基督凡人论的 n.人道主义者；慈善家；博爱主义者；基督凡人论者

91 identify 2 vt.确定；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；使参与；把…看成一样vi.确定；认同；一致

92 impact 2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
93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94 income 2 ['inkʌm] n.收入，收益；所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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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97 Linda 2 ['lində] n.琳达（女子名）

98 l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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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music 2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100 nightclub 2 ['naitklʌb] n.夜总会 vi.去夜总会

101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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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program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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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provide 2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105 reading 2 ['ri:diŋ] n.阅读，朗读；读物；读数 adj.阅读的 v.阅读（read的ing形式）

106 ready 2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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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santamaria 2 n.(Santamaria)人名；(意、法、葡)圣玛丽亚

109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110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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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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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sometimes 2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114 special 2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115 student 2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116 supplies 2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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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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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120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21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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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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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weekly 2 ['wi:kli] adj.每周的；周刊的；一周一次的 n.周刊 adv.每周一次；逐周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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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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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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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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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acting 1 ['æktiŋ] adj.代理的；装腔作势的 n.演技；演戏；假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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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afternoon 1 [,ɑ:ftə:'nu:n, ,æf-, 'ɑ:ftə'nu:n, 'æf-] n.午后，下午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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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134 amusement 1 [ə'mju:zmənt] n.消遣，娱乐；乐趣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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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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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138 assistance 1 [ə'sistəns] n.援助，帮助；辅助设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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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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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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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43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44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
145 blue 1 n.蓝色；[复数]（美国海、陆、空三军穿的）蓝色制服；蓝颜料；[theblue(s)][用作单数或复数]布鲁斯（歌曲）（一种伤
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.蓝色的；沮丧的，忧郁的；下流的 vt.把…染成蓝色；使成蓝色；给…用上蓝剂；用上蓝剂于 vi.变成
蓝色，呈蓝色 n.（英、西、意）布卢（人名）

146 books 1 ['bʊks] n. 帐目；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.

147 bubble 1 ['bʌbl] n.气泡，泡沫，泡状物；透明圆形罩，圆形顶 vi.沸腾，冒泡；发出气泡声 vt.使冒泡；滔滔不绝地说

148 bubbles 1 ['bʌbl] n. 气泡；泡影 v. 起泡；冒泡；充满...感情

149 callings 1 ['kɔː lɪŋz] 称呼

150 calls 1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151 camera 1 ['kæmərə] n.照相机；摄影机 n.(Camera)人名；(英、意、西)卡梅拉

152 careful 1 ['kεəful] adj.仔细的，小心的

153 Caty 1 卡蒂

154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155 cell 1 [sel] n.细胞；电池；蜂房的巢室；单人小室 vi.住在牢房或小室中 n.(Cell)人名；(英)塞尔

156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157 circle 1 ['sə:kl] n.循环，周期；圆；圈子；圆形物 vi.盘旋，旋转；环行 vt.画圆圈；环绕…移动

158 circles 1 英 ['sɜːkl] 美 ['sɜ rːkl] n. 圆圈；圈子；包厢 v. 划圈；包围；盘旋；环绕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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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0 classes 1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161 classroom 1 ['klɑ:srum] n.教室

162 clock 1 [klɔk] n.时钟；计时器 vt.记录；记时 vi.打卡；记录时间 n.(Clock)人名；(英)克洛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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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color 1 ['kʌlə] n.颜色；肤色；颜料；脸色 vt.粉饰；给...涂颜色；歪曲 vi.变色；获得颜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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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competitive 1 [kəm'petitiv] adj.竞争的；比赛的；求胜心切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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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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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conferences 1 ['kanfərəns] n. 会议；研讨会；商讨会 名词conference的复数形式.

170 connect 1 [kə'nekt] vt.连接；联合；关连 vi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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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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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corps 1 [kɔ:] n.军团；兵种；兵队；（德国大学的）学生联合会 n.(Corps)人名；(西、德)科尔普斯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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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coverings 1 ['kʌvərɪŋz] n. 覆盖物

176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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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culture 1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179 Daniel 1 ['dænjəl] n.丹尼尔（男子名）

180 deliveries 1 [dɪ'lɪvərɪz] n. 递送的货物；分娩（名词delivery的复数形式）

181 delivering 1 v.发表（deliver的ing形式）；投递

182 delivers 1 英 [dɪ'lɪvə(r)] 美 [dɪ'lɪvər] v. 递送；发表（演讲）；交付；解救；生（孩子）；接生；履行；投掷

183 delivery 1 [di'livəri] n.[贸易]交付；分娩；递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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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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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disc 1 [disk] n.圆盘，[电子]唱片（等于disk） vt.灌唱片

187 disinfectant 1 [,disin'fektənt] n.消毒剂 adj.消毒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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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donor 1 ['dəunə] n.捐赠者；供者；赠送人 adj.捐献的；经人工授精出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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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earn 1 [ə:n] vt.赚，赚得；获得，挣得；使得到；博得 n.(Earn)人名；(泰)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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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educator 1 ['edju:keitə] n.教育家；教育工作者；教师

194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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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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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entertain 1 [,entə'tein] vt.娱乐；招待；怀抱；容纳 vi.款待

198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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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200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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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expand 1 [ik'spænd] vt.扩张；使膨胀；详述 vi.发展；张开，展开

203 experiences 1 英 [ɪk'spɪəriəns] 美 [ɪk'spɪriəns] n. 经验；经历 v. 经历；体验；感受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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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favorite 1 ['feivərit] n.幸运儿；喜欢的事物；特别喜欢的人 adj.最喜爱的；中意的；宠爱的 n.(Favorite)人名；(英)费沃里特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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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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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209 gathering 1 ['gæðəriŋ] n.聚集；集会；收款 v.聚集（gather的ing形式）

210 gathers 1 英 ['ɡæðəz] 美 ['ɡæðərz] n. 衣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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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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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guide 1 [gaid] n.指南；向导；入门书 vt.引导；带领；操纵 vi.担任向导 n.(Guide)人名；(法、葡)吉德

214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215 hat 1 [hæt] n.帽子 vt.给……戴上帽子 vi.供应帽子；制造帽子 n.(Hat)人名；(中)核(广东话·威妥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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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217 hearing 1 ['hiəriŋ] n.听力；审讯，听讯 v.听见（hear的ing形式） n.(Hearing)人名；(英)希尔林

218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19 himself 1 [him'self] pron.他自己；他亲自，他本人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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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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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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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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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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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influence 1 ['influəns] n.影响；势力；感化；有影响的人或事 vt.影响；改变

226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27 jockey 1 ['dʒɔki] vt.驾驶；欺骗；移动 n.操作工；驾驶员；赛马的骑师 vi.当赛马的骑师；耍手段图谋；搞欺骗

228 Joel 1 ['dʒəuəl] n.（圣经中的）约耳书；约珥（圣经人物）

229 joining 1 ['dʒɔiniŋ] n.连接；接缝；连接物

230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231 keeps 1 ['kiː ps] n. 生计；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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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234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235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236 leadership 1 ['li:dəʃip] n.领导能力；领导阶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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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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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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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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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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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lighting 1 ['laitiŋ] n.照明设备，舞台灯光 v.照明；点燃（light的ing形式）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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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likes 1 n.好恶；爱好的事物 v.喜欢；愿意（lik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Likes)人名；(英)莱克斯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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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liv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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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英)利文

247 long 1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248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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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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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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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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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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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57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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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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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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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necessities 1 [nɪ'sesɪtɪz] n. 必需品 名词necessity的复数形式.

262 needy 1 ['ni:di] adj.贫困的；贫穷的；生活艰苦的 n.(Needy)人名；(英)尼迪

263 neighborhoods 1 ['neɪbɔː hʊdz] 生活社区

264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65 nice 1 [nais] adj.精密的；美好的；细微的；和蔼的 n.(Nice)人名；(英)尼斯

266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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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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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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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operation 1 [,ɔpə'reiʃən] n.操作；经营；[外科]手术；[数][计]运算

271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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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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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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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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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pays 1 n.（法）国家；[劳经]报酬（pay的复数） v.支付（pay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ays)人名；(法)佩伊

278 peace 1 [pi:s] n.和平；平静；和睦；秩序 n.(Peace)人名；(英)皮斯

279 performed 1 英 [pə'fɔː m] 美 [pər'fɔː 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280 phones 1 英 [fəʊn] 美 [foʊn] n. 电话；电话机；听筒；耳机；[语]音素 v. 打电话 suf. 表示“声音”或“说 ... 语言的人”

281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282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283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284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285 plays 1 [pleɪ] v. 玩；比赛；（在运动队中）担当；派...出场；带；踢；击（球）；走（棋子）；出牌；演奏；播放；扮演；假
装；上演；发挥（作用）；应付；处理；掠过；浮现；使轻快地活动；（喷泉）喷涌；做游戏 n. 游戏；戏剧；比赛；发挥
作用；玩笑；间隙；闪烁；闪现

286 poverty 1 ['pɔvəti] n.贫困；困难；缺少；低劣

287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288 prepare 1 [pri'pεə] vt.准备；使适合；装备；起草 vi.预备；做好思想准备

289 products 1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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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providing 1 [prəu'vaidiŋ] conj.假如，以…为条件 v.供给（provide的ing形式）；预备

292 purchase 1 ['pə:tʃəs] n.购买；紧握；起重装置 vt.购买；赢得 vi.购买东西

293 pushes 1 [pʊʃ] v. 推；按；挤；逼迫；催促 n. 推；奋力；决心

294 radio 1 ['reidiəu] n.收音机；无线电广播设备 vi.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.用无线电发送 n.(Radio)人名；(西)拉迪奥

295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296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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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reinforce 1 [,ri:in'fɔ:s] vt.加强，加固；强化；补充 vi.求援；得到增援；给予更多的支持 n.加强；加固物；加固材料

299 requests 1 [rɪ'kwest] n. 请求；要求 vt. 请求；要求

300 respected 1 [ri'spektid] adj.受尊敬的 v.尊敬；重视（re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01 schoolchildren 1 ['sku lːtʃɪldrən] n. 中小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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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303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304 shared 1 英 [ʃeəd] 美 [ʃerd] adj. 共享的；共用的 v. 分享，共享；分配；共有（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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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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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singing 1 ['siŋiŋ] n.歌唱；歌声；耳鸣；振鸣 adj.唱歌的；音乐般的 v.唱歌（sing的ing形式）

309 skills 1 技能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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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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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313 songs 1 ['sɒŋz] n.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.

314 speaking 1 ['spi:kiŋ] adj.演讲的；富于表情的，雄辩的 n.说话；演讲 v.讲（speak的ing形式）

315 specialty 1 ['speʃəlti] n.专业，专长；特产；特性；招牌菜 adj.特色的；专门的；独立的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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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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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stores 1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320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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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style 1 [stail] n.风格；时尚；类型；字体 vt.设计；称呼；使合潮流 vi.设计式样；用刻刀作装饰画 n.(Style)人名；(英)斯泰尔

323 styles 1 [staɪls] n. 风格；样式；模式 名词styl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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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surrounded 1 [sə'raʊndɪd] adj. 被 ... 环绕着的 动词surrou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

326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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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talks 1 ['tɔː ks] 会谈

329 teaches 1 ['tiː tʃɪz] v. 教；教导；教授；教训（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30 teaching 1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331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332 teams 1 [tiː m] n. 队；组 v. 使相配；使合作；结成一队 adj. 团队的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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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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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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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337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38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339 trips 1 [trɪp] n. 旅行；摔倒；差错；轻快的步伐 vt. 使跌倒；使失败；使犯错；起锚；竖帆 vi. 绊倒；旅行；轻快地走；失误；
结巴

340 troubles 1 英 ['trʌbl] 美 ['trʌbəl] n. 困难；烦恼；麻烦 v. 使烦恼；麻烦；苦恼；费神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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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turns 1 ['tɜːnz] n.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.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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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video 1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345 virtual 1 adj.[计]虚拟的；实质上的，事实上的（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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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6 visits 1 ['vɪzɪt] v. 拜访；参观；闲谈 n. 拜访；参观；聊天

347 volunteer 1 [,vɔlən'tiə] n.志愿者；志愿兵 adj.志愿的 vi.自愿 vt.自愿

348 volunteers 1 英 [ˌvɒlən'tɪə(r)] 美 [ˌvɑ lːən'tɪr] n. 志愿者；(自行生长的)植物 v. (自愿)做

349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50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351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352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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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willing 1 ['wiliŋ] adj.乐意的；自愿的；心甘情愿的 v.决心；用意志力驱使；将（财产等）遗赠某人（will的现在分词） n.(Willing)
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维林；(英)威林

354 winning 1 ['winiŋ] adj.胜利的；获胜的 n.胜利；获得；成功 v.获胜（win的ing形式） n.(Winn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法)温宁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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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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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7 work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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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59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60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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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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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zoom 1 n.急速上升；嗡嗡声；[摄]变焦摄影 vi.急速上升；摄像机移动 vt.使摄像机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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