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1-25 [Education Report] Report_ English Proficiency
Improving in Many Countrie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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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ess 2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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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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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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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ult 2 ['ædʌlt, ə'dʌlt] adj.成年的；成熟的 n.成年人

8 adults 2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9 Africa 4 ['æfrikə] n.非洲

10 African 2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11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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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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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15 America 2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6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7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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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nd 1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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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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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23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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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5 Argentina 1 [,ɑ:dʒən'ti:nə] n.阿根廷（位于拉丁美洲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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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rrival 1 [ə'raivəl] n.到来；到达；到达者

28 Asia 5 ['eiʃə] n.亚洲

29 Asian 2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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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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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33 based 3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34 basic 2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
35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6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7 behind 2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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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40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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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ottom 1 ['bɔtəm] n.底部；末端；臀部；尽头 adj.底部的 vt.装底；测量深浅；查明真相 vi.到达底部；建立基础 n.(Bottom)人名；
(英)博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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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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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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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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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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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reer 1 n.生涯；职业；事业；速度，全速 adj.作为毕生职业的 vi.全速前进，猛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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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51 collected 1 [kə'lektid] adj.镇定的；收集成的 v.收集；聚集（collect的过去式）

52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53 commonly 1 ['kɔmənli] adv.一般地；通常地；普通地

54 communication 2 n.通讯，[通信]通信；交流；信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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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57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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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ontinent 1 ['kɔntinənt] n.大陆，洲，陆地 adj.自制的，克制的

60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61 countries 17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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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daily 1 ['deili] adj.日常的；每日的 n.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日常地；每日；天天 n.(Daily)人名；(英)戴利

64 data 5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65 demand 1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
66 Denmark 1 ['denma:k] n.丹麦（欧洲国家）

67 despite 1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
68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69 differences 1 ['dɪfərəns] n.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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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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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dropped 1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
73 drops 1 [drɒps] n. 珠；滴剂（名词drop的复数形式） v. 滴，滴下，滴落（动词dr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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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early 2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76 east 3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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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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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EF 7 [ef] abbr.每面（eachface）；超精度（extremelyfine）；仰角指示器（ElevationFinder）

80 effectively 1 [i'fektivli] adv.有效地，生效地；有力地；实际上

81 English 2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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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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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epi 5 [ei 'pi:] abbr.仰角位置雷达指示器（Elevation-PositionIndicator）；（目标）位置电子指示器（ElectronicPositionIndicator） n.
(Epi)人名；(阿尔巴)埃皮

84 Europe 4 ['juərəp] n.欧洲

85 European 2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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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explain 1 [ik'splein] v.说明；解释

87 expressing 1 v.表达；表达观点（express的ing形式）

88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89 facts 1 n. 事实 名词fact的复数形式.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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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92 finishing 1 ['finiʃiŋ] adj.最后的；终点的 n.完成，结束；最后的修整 v.完成（finish的ing形式）

93 Finland 1 ['finlənd] n.芬兰（欧洲）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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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five 2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96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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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99 france 2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100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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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103 gap 2 n.间隙；缺口；差距；分歧 vi.裂开 vt.使形成缺口

104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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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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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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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grammar 2 ['græmə] n.语法；语法书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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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had 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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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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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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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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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hi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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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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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highest 4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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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howev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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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improved 4 [ɪm'pruːvd] adj. 改良的；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20 improvement 2 n.改进，改善；提高

121 improvements 2 [ɪmp'ruːvmənts] 改进

122 improving 2 [ɪm'pruːvɪŋ] n. 改良；改进 动词impr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23 in 3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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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clude 2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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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6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27 index 1 ['indeks] n.指标；指数；索引；指针 vi.做索引 vt.指出；编入索引中

128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129 investment 1 [in'vestmənt] n.投资；投入；封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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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investments 1 [ɪn'vestmənts] 投资

131 Iran 1 [i'rɑ:n; i'ræn] n.伊朗（亚洲国家）

132 Iraq 1 [i'rɑ:k; i'ræk] n.伊拉克（西南亚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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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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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Italy 1 ['itəli] n.意大利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
136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37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138 judge 1 [dʒʌdʒ] vt.判断；审判 n.法官；裁判员 vi.审判；判决 n.(Judge)人名；(英)贾奇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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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Kenya 1 ['kenjə; 'ki:njə] n.肯尼亚（东非国家）

141 language 4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142 larg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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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Latin 4 ['lætin] adj.拉丁语的；拉丁人的 n.拉丁语；拉丁人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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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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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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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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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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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leve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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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levels 9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52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153 limitation 1 n.限制；限度；极限；追诉时效；有效期限；缺陷

154 limitations 1 [lɪmɪ'teɪʃnz] n. 局限；不足之处 名词limita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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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li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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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listed 1 ['listid] adj.列出的；表列的；已登录的 v.列出；登记（list的过去分词）

158 listening 1 ['lisəniŋ] adj.收听的；助听的 n.倾听 v.听（listen的ing形式）

159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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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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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lower 2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163 lowest 3 ['ləuist] adj.最低的；最小的（low的最高级）；最底下的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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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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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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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materials 1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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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methodology 1 [,meθə'dɔlədʒi] n.方法学，方法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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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middle 3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172 million 1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
173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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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mo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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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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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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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179 Netherlands 2 ['neðələndz] n.荷兰（形容词Netherlandish）；地区名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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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Nigeria 1 [nai'dʒiəriə] n.尼日利亚（位于非洲）

182 northern 2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183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84 note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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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5 note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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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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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Numbers 2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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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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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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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online 2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192 only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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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operate 1 vi.运转；动手术；起作用 vt.操作；经营；引起；对…开刀

194 or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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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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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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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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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overall 1 ['əuvərɔ:l, ,əuvə'rɔ:l] adj.全部的；全体的；一切在内的 adv.全部地；总的说来 n.工装裤；罩衫

199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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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partly 1 ['pɑ:tli] adv.部分地；在一定程度上

201 parts 2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202 past 2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203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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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placement 1 ['pleismənt] n.布置；定位球；人员配置

206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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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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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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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proficiency 19 [prəu'fiʃənsi] n.精通，熟练

211 programs 2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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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rating 1 ['reitiŋ] n.等级；等级评定；额定功率 v.对…评价（rate的ing形式） n.(Rating)人名；(德)拉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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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ratings 1 ['reɪtɪŋz] n. 评定等级 rating的复数形式.

215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216 reforms 1 英 [rɪ'fɔː m] 美 [rɪ'fɔː rm] n. 改革；改良 v. 改革；革新；改造

217 refugees 1 难民

218 region 3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219 regional 2 ['ri:dʒənəl] adj.地区的；局部的；整个地区的

220 remained 1 [rɪ'meɪn] v. 剩余；逗留；留下；依然；保持 n. 剩余物；遗迹；残骸

221 report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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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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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224 resource 1 [ri'sɔ:s, -'zɔ:s, 'ri:s-, 'ri:z-] n.资源，财力；办法；智谋

225 resources 2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226 resulted 1 [rɪ'zʌlt] n. 结果；成果；答案；成绩；(足球比赛)赢 v. 产生；致使

227 results 3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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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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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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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Russian 1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233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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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me 1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235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236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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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score 5 [skɔ:] n.分数；二十；配乐；刻痕 vt.获得；评价；划线，刻划；把…记下 vi.得分；记分；刻痕 n.(Score)人名；(英)斯科
尔

239 scores 3 英 [skɔː (r)] 美 [skɔː ] vt. 得分；获胜；刻划；划线；批评；给 ... 谱曲 n. 得分；刻痕；二十；乐谱 vi. 得分；记分；得胜

240 second 2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241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
242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243 se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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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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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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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significant 2 [sig'nifikənt] adj.重大的；有效的；有意义的；值得注意的；意味深长的 n.象征；有意义的事物

247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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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Singapore 1 [,siŋgə'pɔ:] n.新加坡

250 skill 2 [skil] n.技能，技巧；本领，技术 n.(Skill)人名；(瑞典)希尔

251 skills 2 技能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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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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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sout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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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256 Spain 1 [spein] n.西班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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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speakers 1 [s'piː kəz] n. 说话者；发言者；说某种语言者；扬声器（名词speaker的复数形式）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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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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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stable 2 ['steibl] n.马厩；牛棚 adj.稳定的；牢固的；坚定的 vi.被关在马厩 vt.赶入马房 n.(Stable)人名；(英)斯特布尔

261 standard 1 ['stændəd] n.标准；水准；旗；度量衡标准 adj.标准的；合规格的；公认为优秀的 n.(Standard)人名；(英)斯坦达德；
(德)施坦达德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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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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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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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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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267 study 4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268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269 suggests 4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270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271 Tajikistan 1 [tə'dʒikəstɑ:n; tə,dʒikji'stɑ:n] n.塔吉克斯坦（中亚国家）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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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takers 4 n. 接受者；购买者（taker的复数）

274 targeted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 rː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
275 taught 1 [tɔ:t] v.教授（teach的过去分词）

276 teaching 3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277 test 7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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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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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0 tests 2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281 tha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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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that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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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the 7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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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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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87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88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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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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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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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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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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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294 to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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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5 too 2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96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97 top 3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298 toward 2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(英)特沃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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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9 translation 2 [træns'leiʃən, trænz-, trɑ:n-] n.翻译；译文；转化；调任

300 turkey 1 ['tə:ki] n.火鸡；笨蛋；失败之作

301 Turkish 1 ['tə:kiʃ] adj.土耳其人的，土耳其语的；土耳其的；突厥诸语言的 n.土耳其语

302 twelve 1 [twelv] n.十二；十二个 num.十二；十二个 adj.十二的；十二个的

303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04 uneven 2 [,ʌn'i:vən] adj.不均匀的；不平坦的；[数]奇数的

305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306 upper 1 ['ʌpə] adj.上面的，上部的；较高的 n.(Upper)人名；(英)厄珀

307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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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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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useful 1 ['ju:sful] adj.有用的，有益的；有帮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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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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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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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were 7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15 whil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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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317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318 widest 1 ['waɪdɪst] adj. 最宽的；最广阔的 形容词wide的最高级形式.

319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20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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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word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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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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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world 4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25 writers 1 ['raɪtəz] 作家

326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27 yearly 1 ['jə:li, 'jiə-] adj.每年的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 n.年刊；年鉴

328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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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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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