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1-23 [Education Report] Community Centers, Museums
Become School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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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ademy 1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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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tivated 1 ['æktiveitid] adj.活性化的；活泼的 v.使激活；使活动起来；有生气（activat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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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
7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8 administrators 1 [əd'mɪnɪstreɪtəz] n. 管理员 名词administrator的复数形式.

9 Allen 2 ['ælən] n.艾伦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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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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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3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4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5 and 1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6 approach 1 [ə'prəutʃ] n.方法；途径；接近 vt.接近；着手处理 vi.靠近

17 approaches 1 英 [ə'prəʊtʃ] 美 [ə'proʊtʃ] v. 靠近；接近；接洽；要求；达到；动手处理 n. 途径；方法；接近；接洽；要求；路径；
进场着陆；相似的事物

18 approved 1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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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rtistic 1 [ɑ:'tistik] adj.艺术的；风雅的；有美感的

21 a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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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ssistant 1 [ə'sistənt] n.助手，助理，助教 adj.辅助的，助理的；有帮助的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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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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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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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7 become 2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28 been 5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29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30 believes 2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31 ben 1 [ben] n.本（男子名）；（苏格兰）内室

32 bland 1 [blænd] adj.乏味的；温和的；冷漠的 vt.使…变得淡而无味；除掉…的特性 vi.变得平淡无奇；丧失特性 n.(Bland)人名；
(英)布兰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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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orrow 1 ['bɔrəu] vi.借；借用；从其他语言中引入 vt.借；借用 n.(Borrow)人名；(英)博罗

35 building 4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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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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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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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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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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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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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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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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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46 centers 2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47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48 chan 1 [tʃæn] n.通道（槽，沟） n.(Chan)人名；(法)尚；(缅)钱；(柬、老、泰)占

49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50 children 5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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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ity 6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53 clas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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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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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lassroom 1 ['klɑ:srum] n.教室

56 classrooms 1 [k'læsruːmz] 教室

57 closed 2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58 collection 1 [kə'lekʃən] n.采集，聚集；[税收]征收；收藏品；募捐

59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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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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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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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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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5 convention 2 [kən'venʃən] n.大会；[法]惯例；[计]约定；[法]协定；习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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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costs 2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68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69 council 1 ['kaunsəl] n.委员会；会议；理事会；地方议会；顾问班子 n.(Council)人名；(英)康斯尔

70 creative 1 [kri'eitiv] adj.创造性的

71 creativity 1 [,kriei'tiviti] n.创造力；创造性

72 crisis 3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73 cultural 1 ['kʌltʃərəl] adj.文化的；教养的

74 danks 2 [dæŋks] n. 煤页岩(黑色炭质页岩)

75 d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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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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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depressing 1 [di'presiŋ] adj.压抑的；使人沮丧的

78 devastating 1 ['devəsteitiŋ] adj.毁灭性的；全然的 v.摧毁（devastate的ing形式）；毁坏

79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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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disappointing 2 [,disə'pɔintig] adj.令人失望的；令人扫兴的 v.令人失望（disappoint的ing形式）；辜负…的期望

82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
83 distancing 2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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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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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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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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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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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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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ease 1 [i:z] vt.减轻，缓和；使安心 n.轻松，舒适；安逸，悠闲 vi.减轻，缓和；放松；灵活地移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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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education 3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93 empty 3 ['empti] adj.空的；无意义的；无知的；徒劳的 vt.使失去；使…成为空的 vi.成为空的；流空 n.空车；空的东西

94 engaged 1 [in'geidʒd] adj.使用中的，忙碌的 v.保证；约定；同…订婚（engage的过去分词）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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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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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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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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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excite 1 [ik'sait] vt.激起；刺激…，使…兴奋 vi.激动

101 excited 1 [ik'saitid] adj.兴奋的；激动的；活跃的 v.激动；唤起（excite的过去分词）

102 exhibit 1 [ig'zibit] vt.展览；显示；提出（证据等） n.展览品；证据；展示会 vi.展出；开展览会

103 exhibits 1 [ɪɡ'zɪbɪt] v. 展览；陈列；展示；表现 n. 展品；展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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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106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107 feelings 1 ['fiː lɪŋs] n.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.

108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109 flower 1 ['flauə] n.花；精华；开花植物 vi.成熟，发育；开花；繁荣；旺盛 vt.使开花；用花装饰 n.(Flower)人名；(英)弗劳尔

110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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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fuel 1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
113 gardens 1 ['gɑːdnz] n. 公园；花园；园林 名词garden的复数形式.

114 George 1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115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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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g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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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8 go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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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gotten 1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
120 green 1 [gri:n] adj.绿色的；青春的 n.绿色；青春 vt.使…变绿色 vi.变绿色 n.(Green)人名；(英、意)格林；(瑞典、芬)格伦

121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22 groups 2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123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124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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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5 hanlon 1 n. 汉隆

126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27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28 Harvard 1 ['hɑ:vəd] n.哈佛大学；哈佛大学学生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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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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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hav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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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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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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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heads 1 [hedz] adj.正面朝上的 n.(Heads)人名；(英)黑兹

134 health 5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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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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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7 Hesston 1 n. 赫斯顿

138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139 hoped 1 英 [həʊpt] 美 [hoʊpt] adj. 希望的；盼望的 动词ho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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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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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Hughes 1 [hju:z] n.休斯（人名）

143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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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improvement 1 n.改进，改善；提高

146 in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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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7 indoor 2 ['indɔ:] adj.室内的，户内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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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50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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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153 irresponsible 1 [,iri'spɔnsəbl] adj.不负责任的；不可靠的

154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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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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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158 Joseph 1 ['dʒəuzif] n.约瑟夫（男子名）；约瑟（圣经中雅各的第十一子）

159 julia 1 ['dʒu:ljə] n.朱莉娅（女子名）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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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kallo 3 卡洛

162 Kansas 2 ['kænzəs] n.堪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163 katie 1 ['keiti] n.卡蒂（女子名，等于Kate）

164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
165 keppler 1 n. 开普勒

166 kids 2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
167 kohlman 3 n. 科尔曼

168 langston 1 n.(Langston)人名；(英、德)兰斯顿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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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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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laws 1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172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173 learning 4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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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libraries 1 英 ['laɪbrəri] 美 ['laɪbreri] n. 图书馆；藏书；书房

175 library 1 ['laibrəri] n.图书馆，藏书室；文库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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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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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8 literature 1 ['litərətʃə] n.文学；文献；文艺；著作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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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Louisiana 1 [lu:,i:zi'ænə] n.美国路易斯安那州

181 magazines 1 ['mæɡəziː nz] 杂志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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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making 2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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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married 1 ['mærid] adj.已婚的，有配偶的；婚姻的，夫妇的；密切结合的 n.已婚者 v.结婚，与…结婚（marry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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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math 1 [mæθ] n.数学（等于mathematics） n.(Math)人名；(德)马特；(柬)马；(英)马思

188 megan 1 [megə:ŋ] n.梅根（女子名）

189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190 Michigan 1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
191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192 mindset 2 ['maɪndset] n. 精神状态；心态；意向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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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5 mu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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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museum 3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197 museums 2 [m'juːziəmz] n. 博物馆，展览馆（名词museum的复数形式）

198 nationwide 1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
199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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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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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03 new 5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04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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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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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object 1 ['ɔbdʒikt, -dʒekt, əb'dʒekt] n.目标；物体；客体；宾语 vt.提出…作为反对的理由 vi.反对；拒绝

208 objects 2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
209 of 2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10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211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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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onl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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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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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215 organized 1 ['ɔ:gənaizd] adj.有组织的；安排有秩序的；做事有条理的 v.组织（organize的过去分词）

216 Orleans 1 [ɔ:'liənz] n.奥尔良（法国城市）

217 other 5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18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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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9 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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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outdoor 2 ['əutdɔ:] adj.户外的；露天的；野外的（等于out-of-door）

221 outdoors 2 ['aut'dɔ:z] adv.在户外 n.户外 adj.户外的（等于outdoor）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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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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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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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26 pers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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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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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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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plastic 1 ['plæstik,'plɑ:s-] adj.塑料的；（外科）造型的；可塑的 n.塑料制品；整形；可塑体

230 power 2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231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232 professor 2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233 profit 1 ['prɔfit] n.利润；利益 vi.获利；有益 vt.有益于 n.(Profit)人名；(法)普罗菲

234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235 public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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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publications 1 [prblɪ'keɪans] n. 出版物 名词publication的复数形式.

237 pushed 1 [puʃt] adj.处于窘境的；为难的；推挤现象的 v.推；挤；逼迫（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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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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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read 1 [ri:d] vt.阅读；读懂，理解 vi.读；读起来 n.阅读；读物 adj.有学问的 n.(Read)人名；(英)里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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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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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4 relationships 1 [rɪ'leɪʃnʃɪps] 关系[式]

245 religious 2 [ri'lidʒəs] adj.宗教的；虔诚的；严谨的；修道的 n.修道士；尼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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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ri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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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risks 1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
249 rooms 1 [ruːm] n. 房间；空间；机会 v. 寄宿；给…提供留宿

250 Russell 2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251 safer 1 ['seɪfər] adj. 更安全的 形容词safe的比较级.

252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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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samantha 1 [sə'mænθə] n.萨曼莎（女子名）

254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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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56 school 7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57 schoolhouse 1 ['sku:lhaus] n.校舍

258 schools 9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59 schoolyards 1 n.校园，运动场( schoolyard的名词复数 )

260 scientific 1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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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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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3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64 senio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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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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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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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球 n.(Serve)人名；(法)塞尔夫

267 setting 1 ['setiŋ] n.环境；安装；布置；[天]沉落 v.放置；沉没；使…处于某位置（set的ing形式）

268 setup 2 ['setʌp] n.设置；机构；组织；调整；计划；装备

269 Sharon 1 ['ʃærən] n.莎伦（女子名）

270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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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71 shelters 1 英 ['ʃeltə(r)] 美 ['ʃeltər] n. 避难所；庇护；庇护所 v. 保护；隐匿；庇护

272 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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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social 2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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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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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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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space 5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279 spaces 3 n. 空格；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.

280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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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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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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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stored 1 [stɔː d] adj. 存信息的；存储的 动词st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85 stores 2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286 sto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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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streets 1 [st'riː ts] 街道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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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stuck 1 [stʌk] v.刺（stick的过去式） adj.被卡住的；不能动的 n.(Stuck)人名；(德)施图克；(英)斯塔克

290 students 2 [st'juːdnts] 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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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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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294 teacher 1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295 teachers 1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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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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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the 2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99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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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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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02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03 thin 1 [θin] adj.薄的；瘦的；稀薄的；微弱的 vt.使瘦；使淡；使稀疏 vi.变薄；变瘦；变淡 adv.稀疏地；微弱地 n.细小部分 n.
(Thin)人名；(越)辰；(柬)廷

304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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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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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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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307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308 to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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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09 totally 1 ['təutəli] adv.完全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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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trees 1 [triː 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的复数形式

312 unhappy 1 [,ʌn'hæpi] adj.不快乐的；不幸福的；不适当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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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315 unused 1 [,ʌn'ju:zd] adj.不用的；从未用过的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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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us 2 pron.我们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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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320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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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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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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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25 w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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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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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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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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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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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331 wish 1 [wiʃ] n.希望；祝福；心愿 vt.祝愿；渴望；向…致问候语 vi.愿望；需要 n.(Wish)人名；(英)威什

332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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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4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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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5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336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37 worse 1 [wə:s, 'wə:s] adj.更坏的；更差的；更恶劣的（bad的比较级）；（病情）更重的（ill的比较级） adv.更糟；更坏；更恶劣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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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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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writing 1 ['raitiŋ] n.书写；作品；著作；[法]笔迹 v.书写（write的ing形式）

341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42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43 York 4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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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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