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0-21 [Education Report] Schools in Washington, DC
Experiment During Health Crisi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le 2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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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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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6 advocate 1 ['ædvəkeit, 'ædvəkət] vt.提倡，主张，拥护 n.提倡者；支持者；律师

7 advocates 1 ['ædvəkeɪt] v. 提倡；主张 n. 拥护者；提倡者；律师；辩护者

8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9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0 agreement 1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11 Alice 2 ['ælis] n.爱丽丝（女子名）

12 a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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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lliance 1 [ə'laiəns] n.联盟，联合；联姻

14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5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6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7 and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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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pproval 1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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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rgues 1 英 ['ɑːɡju ]ː 美 ['ɑ rːɡju ]ː v. 说服；争论；辩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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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rrival 1 [ə'raivəl] n.到来；到达；到达者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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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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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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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attempt 1 [ə'tempt] n.企图，试图；攻击 vt.企图，试图；尝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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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ttendi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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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wareness 2 n.意识，认识；明白，知道 n.人群对品牌或产品的认知

30 bathroom 1 ['bɑ:θrum] n.浴室；厕所；盥洗室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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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3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4 bett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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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36 boar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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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38 bowser 3 ['bauzə] n.加油车；水槽车 n.(Bowser)人名；(英)鲍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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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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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42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43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44 b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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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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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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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49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50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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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harter 15 ['tʃɑ'tə] vt.特许；包租；发给特许执照 n.宪章；执照；特许状 n.(Charter)人名；(法)沙尔泰；(英)查特

53 child 1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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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hoice 1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56 choices 1 ['tʃɔɪsɪs] n.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.

57 chose 1 [英[tʃəʊz] 美[tʃoz]] v.choose的过去式,选择 n.【法律】物体；动产 n.(Chose)人名；(法)肖兹

58 city 3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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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0 classes 6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61 classroom 3 ['klɑ:srum] n.教室

62 classrooms 2 [k'læsruːmz] 教室

63 closure 1 ['kləuʒə] n.关闭；终止，结束 vt.使终止

64 clothing 1 ['kləuðiŋ] n.（总称）[服装]服装；帆装 v.覆盖（clothe的ing形式）；给…穿衣

65 combined 1 [kəm'baind] adj.结合的；[数]组合的 v.使结合；联合（combine的过去分词）

66 communal 1 ['kɔmjunəl] adj.公共的；公社的 n.(Communal)人名；(法)科米纳尔

67 community 2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68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69 computers 2 [kəm'pju tːəz] n.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.

70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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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73 contacted 1 英 ['kɒntækt] 美 ['kɑːntækt] n. 接触；联系；熟人 v. (与)联系；(与)接触 adj. 接触的

74 containers 1 [kən'teɪnəs] n.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.

75 coronavirus 2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76 coverings 1 ['kʌvərɪŋz] n. 覆盖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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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risis 2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79 d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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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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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dc 1 [ˌdiː 'siː ] abbr. 直流(=direct current) abbr. 哥伦比亚特区(=District of Columbia)

82 dcps 2 (=dorsal column postsynaptic neuron) 背柱突触后神经元

83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84 decisions 1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
85 deny 1 [di'nai] vt.否定，否认；拒绝给予；拒绝…的要求 vi.否认；拒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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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develops 1 [dɪ'veləp] v. 发展；发育；开发；冲洗(照片)

87 device 1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88 devices 1 [dɪ'vaɪsɪz] n. 设备

89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90 director 2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91 dividers 2 [di'vaidəz] n.[测]两脚规（圆规的一种）；分割者；分隔器（divider的复数）

92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93 doors 1 [dɔ:z] n.大门；入口；通道（door的复数）

94 drinking 1 ['driŋkiŋ] n.喝，饮；喝酒 v.饮（drink的ing形式）；喝

95 during 5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96 each 4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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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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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employees 1 [ˌemplɔɪ'iː 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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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102 enter 1 ['entə] vt.进入；开始；参加 vi.参加，登场；进去 n.[计]输入；回车 n.(Enter)人名；(英)恩特

103 equality 1 [i:'kwɔləti] n.平等；相等；[数]等式

104 error 1 ['erə] n.误差；错误；过失

105 essential 2 [i'senʃəl] adj.基本的；必要的；本质的；精华的 n.本质；要素；要点；必需品

106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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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example 2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109 executive 2 adj.行政的；经营的；执行的，经营管理的 n.总经理；执行委员会；执行者；经理主管人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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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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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experiment 2 [ik'speriment, ek's-] vi.尝试；进行实验 n.实验，试验；尝试

114 experimented 2 [ɪk'sperɪmənt] n. 试验；实验；尝试 vi. 尝试；做实验

115 experiments 1 [ɪk'sperɪmənt] n. 试验；实验；尝试 vi. 尝试；做实验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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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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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families 2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19 fill 1 [fil] vt.装满，使充满；满足；堵塞；任职 vi.被充满，膨胀 n.满足；填满的量；装填物 n.(Fill)人名；(德、俄、匈)菲尔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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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fits 1 [fɪt] adj. 适宜的；合适的；健康的 v. 适合；安装 n. 发作；适宜

122 for 1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3 formed 1 [fɔ:md] adj.成形的，成形 v.成形加工（form过去时形式）

124 fountain 1 ['fauntin] n.喷泉，泉水；源泉 n.(Fountain)人名；(英)方丹

125 fountains 1 英 ['faʊntən] 美 ['faʊntn] n. 喷泉；源泉；储水容器；泉水 v. 使像喷泉一样流

126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27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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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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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giv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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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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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giving 2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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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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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group 4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35 groups 4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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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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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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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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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hav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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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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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143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44 hodge 1 [hɔdʒ] n.霍奇（男子名，等于Roger）

145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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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148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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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151 idea 2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152 ideas 1 观念

153 importance 1 [im'pɔ:təns] n.价值；重要；重大；傲慢

154 impossible 1 [im'pɔsəbl] adj.不可能的；不可能存在的；难以忍受的；不真实的 n.不可能；不可能的事

155 in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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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6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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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159 interests 1 ['ɪntrəst] n. 兴趣；嗜好；利息；股份 v. 使…感兴趣

160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161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62 i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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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its 7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64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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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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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justice 6 ['dʒʌstis] n.司法，法律制裁；正义；法官，审判员 n.(Justice)人名；(英)贾斯蒂斯，贾斯蒂丝(女名)

168 Justin 1 ['dʒʌstin] n.贾斯廷（男子名）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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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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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172 knowledge 1 ['nɔlidʒ] n.知识，学问；知道，认识；学科 n.(Knowledge)人名；(南非)诺利奇

173 labor 1 ['leibə] n.劳动；工作；劳工；分娩 vi.劳动；努力；苦干 vt.详细分析；使厌烦 n.(Labor)人名；(德、塞、法)拉博尔；(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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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博

174 launched 1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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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
177 learners 1 ['lɜːnəz] 学习者

178 learning 6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79 legal 1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180 long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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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1 mainly 1 ['meinli] adv.主要地，大体上

182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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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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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matt 1 [mæt] adj.无光泽的；不光滑的 n.无光表面；衬边 vt.使…无光；把…熔炼为锍（等于matte）

185 mayor 2 ['mεə] n.市长 n.(Mayor)人名；(英)梅厄；(法、西、俄)马约尔

186 mccrea 1 n. 麦克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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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meet 3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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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meridian 6 [mə'ridiən] adj.子午线的；最高点的 n.[天]子午线，[天]经线；顶点

191 model 1 ['mɔdəl] n.模型；典型；模范；模特儿；样式 vt.模拟；塑造；模仿 vi.做模型；做模特儿 adj.模范的；作模型用的 n.
(Model)人名；(德、俄、英)莫德尔

192 mor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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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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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muriel 1 ['mjuəriəl] n.穆里尔（女子名）

195 Myron 1 ['mairən] n.树汁 n.(Myron)人名；(英)迈伦

196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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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199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00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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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nonprofit 1 adj.非盈利的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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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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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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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6 notes 1 英 [nəʊt] 美 [noʊt] n. 笔记；便条；纸币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音调 vt. 注意；记录；注解

207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208 nowhere 1 ['nəuhwεə] adv.无处；任何地方都不；毫无结果 n.无处；任何地方；无名之地 adj.不存在的；毫无结果的；不知名的

209 of 2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10 offering 1 ['ɔfəriŋ, 'ɔ:-] n.提供；祭品；奉献物；牲礼 v.提供（offer的ing形式）

211 officials 3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212 O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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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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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15 opened 1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
216 operated 1 ['ɒpəreɪtɪd] v. 操作；运动；运算；作战；见效；完成；开刀 动词op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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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operational 1 [,ɔpə'reiʃənəl] adj.操作的；运作的

218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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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organization 2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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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22 otherwise 1 adv.否则；另外；在其他方面 adj.另外的；其他方面的；原本，本来 conj.其他；如果不；然后

223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24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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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outdoor 1 ['əutdɔ:] adj.户外的；露天的；野外的（等于out-of-door）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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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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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228 ow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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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parent 1 ['pεərənt] n.父亲（或母亲）；父母亲；根源 n.(Parent)人名；(法)帕朗；(英、西)帕伦特

230 parents 4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231 partly 1 ['pɑ:tli] adv.部分地；在一定程度上

232 person 10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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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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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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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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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placements 1 n.安置( placement的名词复数 ); 实习工作; 实习课; （对物件的）安置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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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9 pl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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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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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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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
243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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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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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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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48 public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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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putting 1 ['putiŋ] n.投掷；（高尔夫球）打球入洞 v.放置（put的ing形式）；轻击球；使球入洞的轻击（putt的ing形式）

250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51 racial 1 ['reiʃəl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252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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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55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56 redesign 1 [,ri:di'zain] vt.重新设计 n.重新设计；新设计

257 reopening 1 英 [ˌriː 'əʊpən] 美 [ˌriː 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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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
260 required 3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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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requirements 1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262 resources 1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263 retur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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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returning 1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
265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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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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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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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9 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
270 safety 2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271 said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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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school 27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73 schooling 1 ['sku:liŋ] n.学校教育；学费 v.教育（school的ing形式）；培养 n.(Schooling)人名；(英)斯库林

274 schools 10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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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seeks 1 [siː k] vt. 寻求；追求；试图 vi. 寻找

277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78 sends 1 [sendz] n. 随浪上浮 名词send的复数形式.

279 separated 1 ['sepəreitid] adj.分开的；分居；不在一起生活的 v.分开；隔开（sepa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80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281 Shannon 1 ['ʃænən] n.香农

282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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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3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284 sided 1 ['saidid] adj.有…边的；有…面的；侧面的 v.支持；给…装上侧面；整理（side的过去分词）

285 sma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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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287 s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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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social 7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89 sojourner 1 n. 逗留者；旅居者

290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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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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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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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spots 2 [spɒts] n. 污点 名词spot的复数形式.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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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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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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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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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stream 1 [stri:m] n.溪流；流动；潮流；光线 vi.流；涌进；飘扬 vt.流出；涌出；使飘动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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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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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students 18 [st'juːdnts] 学生

304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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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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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supported 1 [sə'pɔː tɪd] adj.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07 supports 1 [sə'pɔː ts] n. 支持

308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09 tak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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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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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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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2 tall 1 [tɔ:l] adj.高的；长的；过分的；夸大的 adv.夸大地 n.(Tall)人名；(马里、阿拉伯)塔勒；(芬、罗、瑞典)塔尔；(英)托尔；
(土)塔勒

313 tax 1 [tæks] vt.向…课税；使负重担 n.税金；重负 n.(Tax)人名；(英、匈、捷)塔克斯

314 teach 2 [ti:tʃ] vt.教；教授；教导 vi.教授；讲授；当老师 n.(Teach)人名；(英)蒂奇

315 teachers 4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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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temperature 1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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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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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the 5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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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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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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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325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26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27 thi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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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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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330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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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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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to 3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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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33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334 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
335 trial 1 ['traiəl] n.试验；审讯；努力；磨炼 adj.试验的；审讯的 n.(Trial)人名；(法)特里亚尔

336 truth 1 [tru:θ] n.真理；事实；诚实；实质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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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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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union 2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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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upon 1 [ə'pɔn] prep.根据；接近；在…之上

343 us 1 pron.我们

344 u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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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values 2 ['væljʊz] n. 价值观念；价值标准 名词value的复数形式.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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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virtual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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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8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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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9 visiting 1 ['vizitiŋ] n.拜访，访问；参观 adj.参观的；游览的 v.参观（visit的现在分词）；拜访

350 visitors 1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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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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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54 Washington 5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355 watched 1 英 [wɒtʃ] 美 [wɑ tːʃ] v. 注视；看守；观看 n. 手表；监视；看守；值班

356 water 4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
357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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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360 Wednesdays 1 ['wenzdiz; -deiz] adv.每星期三

361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62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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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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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366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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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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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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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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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1 workers 5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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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74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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