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2-13 [Education Report] How COVID-19 Has Changed
Internships for Three Student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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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ademic 1 [,ækə'demik] adj.学术的；理论的；学院的 n.大学生，大学教师；学者

3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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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djust 4 [ə'dʒʌst] vt.调整，使…适合；校准 vi.调整，校准；适应

6 advice 1 [əd'vais] n.建议；忠告；劝告；通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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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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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0 alone 2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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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13 Alyssa 3 n. 阿莉莎

14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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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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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18 apartment 2 [ə'pɑ:tmənt] n.公寓；房间

19 ar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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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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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ssociation 1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23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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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 attempting 1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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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alance 1 ['bæləns] n.平衡；余额；匀称 vt.使平衡；结算；使相称 vi.保持平衡；相称；抵销 n.(Balance)人名；(西)巴兰塞

27 balancing 1 ['bælənsɪŋ] n. 平衡；定零装置；平差 动词balance的现在分词.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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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0 bedroom 1 ['bedru(:)m] n.卧室 adj.两性关系的；城郊住宅区的

31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2 behaving 1 [bɪ'heɪv] v. 表现；行为；举止

33 being 3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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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36 bit 1 n.[计]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老一套；一点，一块 vt.控制 adj.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 adv.有点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7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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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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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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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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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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lls 1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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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ncelled 1 ['kænsəld] adj. 被取消的；被废除的 动词canc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6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47 careers 1 英 [kə'rɪə(r)] 美 [kə'rɪr] n. 生涯；职业；事业 vi. 猛冲；飞跑

48 change 3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49 changed 2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0 checks 1 [t'ʃeks] n. （复）制约（复数形式常用在短语checks and balances中；意思是 制约与平衡） 名词check的复数形式.

51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52 claire 2 [klεə] n.克莱儿（女子名）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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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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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olleges 1 ['kɒlɪdʒɪz] 高校

56 Columbus 1 [kə'lʌmbəs] n.哥伦布（美国一座城市）；哥伦布（意大利航海家）

57 com 1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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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ommunicate 2 vi.通讯，传达；相通；交流；感染 vt.传达；感染；显露

60 communicating 1 [kə'mjuːnɪkeɪt] v. 传达；沟通；交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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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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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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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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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confident 1 ['kɔnfidənt] adj.自信的；确信的

66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67 continued 1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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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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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covid 4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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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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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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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dc 3 [ˌdiː 'siː ] abbr. 直流(=direct current) abbr. 哥伦比亚特区(=District of Columbia)

75 determined 1 [di'tə:mind] adj.决定了的；坚决的 v.决定；断定（determine的过去分词）

76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77 different 5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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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disconnected 1 [,diskə'nektid] adj.分离的；不连贯的；无系统的 v.分离（disconnect的过去分词）

80 do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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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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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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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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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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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email 1 ['i:'meil] n.电子信函 vt.给…发电子邮件 n.(Email)人名；(法)埃马伊

86 emotional 1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
87 employers 1 [ɪmp'lɔɪəz] 用人单位

88 encourage 1 [in'kʌridʒ] vt.鼓励，怂恿；激励；支持

89 encouraged 1 英 [ɪn'kʌrɪdʒd] 美 [ɪn'kɜ ɪːdʒd] adj. 被鼓励的 v. 鼓励；促进；支持（动词encour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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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environment 2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92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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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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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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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experience 2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98 explore 1 [ik'splɔ:] vt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 vi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

99 f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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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feeling 2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101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102 finds 1 [faɪnd] v. 发现；找到；认为；觉得；感到；裁决；判定 n. 发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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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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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06 fuller 3 ['fulə] n.漂洗工；套柄铁锤 n.(Full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葡、捷)富勒；(法)菲莱

107 Fulton 4 ['fultən] n.富尔顿（姓氏）

108 future 2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109 gain 1 [gein] n.增加；利润；收获 vt.获得；增加；赚到 vi.增加；获利 n.(Gain)人名；(英、匈、法)盖恩

110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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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g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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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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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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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16 graduating 1 ['ɡrædʒuət] n. 毕业生 vt. 毕业；标以刻度；定等级 vi. 毕业；获学位；逐渐变得 adj. 毕业的；获得学位的

117 graduation 1 [grædju'eiʃən, -dʒu-] n.毕业；毕业典礼；刻度，分度；分等级

118 greg 1 [greg] n.格雷格（男子名，等于Gregory）

119 Gregory 1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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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ha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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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2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
伯、巴基)哈伊

123 hands 1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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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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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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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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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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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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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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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2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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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hopeful 1 ['həupful] adj.有希望的；有前途的 n.有希望成功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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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important 3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37 importantly 1 [im'pɔ:tntli] adv.重要地；大量地；有名望地；自命不凡地

138 i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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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9 intern 1 [in'tə:n, 'intə:n] n.实习生，实习医师 vt.拘留，软禁 vi.作实习医师

140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141 interns 6 英 ['ɪntɜːn] 美 ['ɪntɜ rːn] n. 实习生；拘留犯 vt. 扣留 vi. 作实习生

142 internship 9 ['intə:nʃip] n.实习生；（美）实习期；实习医师职位

143 internships 7 n. 实习（internship的复数）；见习

144 is 1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5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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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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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job 4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148 jobs 2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149 joins 1 [dʒɔɪn] v. 连接；加入；参与；和...一起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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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kent 1 [kent] n.肯特（英国东南部州名）；不列颠岛南部的古代盎格鲁所建的王国

152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153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54 learning 5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55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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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l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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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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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159 mail 1 [meil] n.邮件；邮政，邮递；盔甲 vt.邮寄；给…穿盔甲 vi.邮寄；寄出 n.(Mail)人名；(法)马伊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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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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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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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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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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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168 moved 2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69 my 2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170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171 nearly 2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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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73 nee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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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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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Nicholas 2 ['nikələs] n.尼古拉斯（男子名）

176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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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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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79 occurring 1 [ə'kə:riŋ] n.事件；事故；事变

180 of 1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81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182 offers 3 英 ['ɒfə(r)] 美 ['ɔː fər] vt. 提供；提出；（卖方）出价；贡献 vi. 提议；出现；求婚 n. 提议；出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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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Ohio 3 [əu'haiəu] n.俄亥俄州（美国一个州）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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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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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online 2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188 onl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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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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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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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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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2 osu 2 abbr. =Order of S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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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195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96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197 Palmer 4 ['pɑ:mə] n.朝圣者；变戏法的人；毛虫（尤指北美的小舌麦蛾幼虫） n.(Palm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挪)帕尔默；(法)帕尔梅

198 paperwork 1 ['peipə,wə:k] n.文书工作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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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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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1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02 percent 1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
203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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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ersonality 2 [,pə:sə'næləti] n.个性；品格；名人

206 phone 1 [fəun] n.电话；耳机，听筒 vt.打电话 vi.打电话 n.(Phone)人名；(老、缅)蓬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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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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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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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11 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212 praised 1 [preɪz] vt. 赞美；称赞 n. 赞美；称赞；崇拜 vi. 赞美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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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program 10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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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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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projects 1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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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public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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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qualities 1 [统计] 质

219 range 2 n.范围；幅度；排；山脉 vi.（在...内）变动；平行，列为一行；延伸；漫游；射程达到 vt.漫游；放牧；使并列；归类
于；来回走动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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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really 3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22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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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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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rented 1 ['rentid] adj.租用的 v.租用；撕裂（rent的过去分词）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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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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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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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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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Sacramento 1 [,sækrə'mentəu] n.萨克拉门托（美国加州首府）

232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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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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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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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237 se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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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s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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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9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240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41 simple 2 ['simpl] adj.简单的；单纯的；天真的 n.笨蛋；愚蠢的行为；出身低微者 n.(Simple)人名；(法)桑普勒

242 simply 1 ['simpli] adv.简单地；仅仅；简直；朴素地；坦白地

243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244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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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skills 3 技能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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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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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someone 3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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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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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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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students 14 [st'juːdnts] 学生

255 stud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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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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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stuff 3 [stʌf] n.东西；材料；填充物；素材资料 vt.塞满；填塞；让吃饱 vi.吃得过多

258 supervisors 1 ['suːpəvaɪzəz] 监事会

259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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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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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task 1 [tɑ:sk, tæsk] vt.分派任务 n.工作，作业；任务

262 tasks 1 英 [tɑːsk] 美 [tæsk] n. 任务；工作 vt. 交给某人（任务)；使做艰苦的工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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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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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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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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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their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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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70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71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72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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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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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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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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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throu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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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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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to 3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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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1 told 3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82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83 types 1 ['taɪps] n. 类型 v.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.

284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85 unpaid 2 [,ʌn'peid] adj.未付款的；[税收]未缴纳的；无报酬的

286 us 2 pron.我们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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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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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usual 2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290 usually 3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91 valuable 1 ['væljuəbl] adj.有价值的；贵重的；可估价的 n.贵重物品

292 ve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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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virtua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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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4 virtually 1 ['və:tʃuəli] adv.事实上，几乎；实质上

295 VOA 4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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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98 Washington 3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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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ways 2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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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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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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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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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whi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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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06 wider 1 [waɪdə] adj. 更宽的；更广阔的

307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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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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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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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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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1 work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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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2 wor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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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workplaces 2 工作场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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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16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17 you 5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18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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