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2-16 [Education Report] Schools Face More Failing Grades
During Pandemic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in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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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to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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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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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students 23 [st'juːdnts] 学生

6 school 18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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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tha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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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 at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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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 grades 9 [ɡ'reɪdz] n. （评分）等级；技巧水平；阶段（名词grade的复数形式） v. 分级；评分；渐次变化（grade的第三人称单数
形式）

12 hav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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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has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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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percen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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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been 7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16 failing 7 ['feiliŋ] n.失败；缺点，过失；弱点 prep.如果没有… adj.失败的 v.失败；不及格（fail的ing形式） n.(Failing)人名；(英)费
林

17 their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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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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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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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ssignments 6 [ə'saɪnmənts] n. 分配 名词assignment的复数形式.

21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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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high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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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mo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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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5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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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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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8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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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do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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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English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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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32 grading 5 ['greidiŋ] n.分阶段；定等级；坡度缓和 v.定等级；减缓坡度（grad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33 online 5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34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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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person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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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s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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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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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 system 5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8 teachers 5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39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0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1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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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during 4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43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44 grade 4 [greid] n.年级；等级；成绩；级别；阶段 vt.评分；把…分等级 vi.分等级；逐渐变化 n.(Grade)人名；(英)格雷德；(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塞、瑞典)格拉德

45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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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learning 4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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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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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se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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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s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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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52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53 added 3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54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55 clas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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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6 fir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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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58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59 Jespersen 3 叶斯帕森（人名）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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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know 3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62 language 3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63 least 3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64 making 3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65 mo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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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67 numb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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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parents 3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69 ramirez 3 n. 拉米雷斯

70 reported 3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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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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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stallings 3 n. 斯托林斯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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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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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teacher 3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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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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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9 time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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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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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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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bringing 2 [briŋ] vt.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84 cases 2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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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classes 2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87 complete 2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
88 devastating 2 ['devəsteitiŋ] adj.毁灭性的；全然的 v.摧毁（devastate的ing形式）；毁坏

89 districts 2 ['dɪstrɪkt] n. 地区；行政区 vt. 把 ... 划分成区

90 eighth 2 [eitθ, eiθ] adj.第八的；八分之一的 num.第八；八分之一

91 encouragement 2 [in'kʌridʒmənt] n.鼓励

92 engaged 2 [in'geidʒd] adj.使用中的，忙碌的 v.保证；约定；同…订婚（engage的过去分词）

93 Evans 2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94 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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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few 2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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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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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8 hatch 2 [hætʃ] n.孵化；舱口 vt.孵；策划 vi.孵化 n.(Hatch)人名；(西)阿奇；(英)哈奇

99 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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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0 homework 2 ['həumwə:k] n.家庭作业，课外作业

101 increased 2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2 into 2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
103 job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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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Jonathan 2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105 late 2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106 l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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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lo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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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Mexico 2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109 middle 2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110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11 October 2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112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13 pandemic 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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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perio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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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point 2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117 receive 2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118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19 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120 simply 2 ['simpli] adv.简单地；仅仅；简直；朴素地；坦白地

121 Stat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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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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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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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3 translator 2 n.译者；翻译器

124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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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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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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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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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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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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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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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advisor 1 [əd'vaizə] n.顾问；指导教师；劝告者

134 advisory 1 [əd'vaizəri] adj.咨询的；顾问的；劝告的 n.报告；公告

135 afraid 1 [ə'freid] adj.害怕的；恐怕；担心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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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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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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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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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answers 1 英 ['ɑːnsə(r)] 美 ['ænsər] v. 回答；答复；接电话 n. 答案；回答；答复

141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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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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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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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asks 1 英 [ɑːsk] 美 [æsk] v. 询问；请求；邀请；要求；开价；期待

146 assigning 1 [ə'saɪnɪŋ] 动词assign的现在进行式

147 assignment 1 [ə'sainmənt] n.分配；任务；作业；功课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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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9 Audra 1 奥德拉

150 availability 1 [ə,veilə'biləti] n.可用性；有效性；实用性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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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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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154 begin 1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155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156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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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8 Blanca 1 n.布兰卡港

159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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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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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163 cameras 1 ['kæmərəz] 照相机； 暗箱； 摄像机； 摄影机

164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165 carolyn 1 ['kærəlin] n.卡洛琳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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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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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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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171 Charleston 1 ['tʃa:lstən] n.查尔斯顿（美国西弗吉尼亚州首府）

172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173 classwork 1 英 ['klɑːswɜːk] 美 ['klɑːsˌwɜːk] n. 在教室做的功课；老师与学生一起在教室做的功课

174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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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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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considering 1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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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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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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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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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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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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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difficulty 1 ['difikəlti] n.困难，困境

187 disabled 1 [dis'eibld] adj.残废的，有缺陷的 v.使…失去能力（disable的过去分词）

188 discussions 1 [dɪs'kʌʃnz] 讨论

189 district 1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190 double 1 ['dʌbl] n.两倍；双精度型 adj.双重的；两倍的 vi.加倍，加倍努力；快步走 vt.使加倍 adv.双重地；两倍地；弓身地 n.
(Double)人名；(法)杜布勒；(英)道布尔

191 duty 1 ['dju:ti, 'du:-] n.责任；[税收]关税；职务 n.(Duty)人名；(英)迪蒂

192 easier 1 [英 ['i:zɪə] 美 ['i:zɪr]] adj.更简单；容易些（easy的比较级形式）；较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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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educators 1 ['edʒʊkeɪtəz] 教育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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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97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98 Erik 1 ['εrik] n.埃里克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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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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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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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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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falling 1 ['fɔ:liŋ] adj.下降的；落下的 n.下降；落下；陷落 v.落下（fall的ing形式） n.(Falling)人名；(瑞典)法林

205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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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fs 1 abbr.尾翼稳定（FinStabilized）；安全系数（FactorofSafty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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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giv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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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211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212 go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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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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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213 graded 1 ['greidid] adj.分等级的；按年级分的

214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215 greatly 1 ['greitli] adv.很，大大地；非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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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harm 1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
218 harmful 1 ['hɑ:mful] adj.有害的；能造成损害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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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hispanic 1 [hi'spænik] adj.西班牙的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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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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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Houston 1 ['hju:stən] n.休斯顿（美国得克萨斯州港市）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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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226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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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
229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230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231 instructed 1 [in'strʌktid] adj.受教育的；得到指示的 v.指示；教育（instruct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232 instructors 1 [ɪnst'rʌktəz] 辅导员

233 interested 1 ['intristid, 'intər-] adj.感兴趣的；有权益的；有成见的 v.使…感兴趣（interest的过去分词）

234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235 invited 1 [ɪn'vaɪtɪd] adj. 邀请的；引起的；招致的 动词inv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36 jody 1 ['dʒəudi] n.乔迪（女子名，等于Judith，Jodi，Jodie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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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Keizer 1 n.(Keizer)人名；(俄、荷)凯泽尔

239 kid 1 [kid] n.小孩；小山羊 vt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vi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adj.小山羊皮制的；较年幼的 n.(Kid)人名；(英)基德

240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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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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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learners 1 ['lɜːnəz] 学习者

244 letter 1 ['letə] n.信；字母，文字；证书；文学，学问；字面意义 vt.写字母于 vi.写印刷体字母 n.(Letter)人名；(英)莱特

245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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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l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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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lowest 1 ['ləuist] adj.最低的；最小的（low的最高级）；最底下的

249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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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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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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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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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McNary 1 n. 麦克纳里

255 mee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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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Minnesota 1 [,mini'səutə] n.明尼苏达州（美国中北部洲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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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miss 1 [mɪs] n.女士，小姐，年轻未婚女子 vt.错过，想念，缺（勤）

258 missed 1 [mɪs] n. [M-]小姐 vt. 想念 vt. 错过；漏掉

259 missing 1 ['misiŋ] adj.失踪的；缺少的 v.错过（miss的ing形式）；想念；漏掉 n.(Missing)人名；(德)米辛

260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61 Moultrie 1 穆特里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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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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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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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note 1 [nəut] n.笔记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纸币；便笺；照会；调子 vt.注意；记录；注解 n.(Note)人名；(英)诺特

267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268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269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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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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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opens 1 英 ['əʊpənz] 美 ['oʊpənz] v. 打开 动词ope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72 Oregon 1 ['ɔrigən; -gɔn] n.俄勒冈州（美国州名）

273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74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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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parking 1 ['pɑ:kiŋ] n.停车 adj.停车的 v.停车（park的ing形式） n.(Parking)人名；(英)帕金

276 Paul 1 [pɔ:l] n.保罗（男子名）

277 percentage 1 [pə'sentidʒ] n.百分比；百分率，百分数

278 permitted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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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policies 1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 lː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281 poor 1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282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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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principal 1 ['prinsəpəl] adj.主要的；资本的 n.首长；校长；资本；当事人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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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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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receiv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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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8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89 reduced 1 [ri'dju:st] adj.减少的；[数]简化的；缩减的

290 registrar 1 [,redʒi'strɑ:, 'redʒis-] n.登记员；注册主任；专科住院医师

291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292 rest 1 [rest] vt.使休息，使轻松；把…寄托于 n.休息，静止；休息时间；剩余部分；支架 vi.休息；静止；依赖；安置 n.(Rest)人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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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risen 1 ['rizən] adj.升起的 v.升高；站起来；反抗（rise的过去分词）

295 rising 1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296 Salem 1 ['seiləm] n.塞伦；礼拜堂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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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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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schedule 1 ['ʃədju:əl, -dʒu:əl, 'skedʒu:əl, -dʒuəl] vt.安排，计划；编制目录；将……列入计划表 n.时间表；计划表；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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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 schoolwork 1 ['sku:lwə:k] n.家庭作业；学校作业

301 scor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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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serves 1 英 [sɜːv] 美 [sɜ rː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
303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304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305 sizes 1 ['saɪzɪz] n. 大小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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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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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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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Spanish 1 ['spæniʃ] adj.西班牙的；西班牙人的；西班牙语的 n.西班牙语；西班牙人

310 speak 1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
311 spokeswoman 1 ['spəuks,wumən] n.女代言人，女代言人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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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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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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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317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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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suffering 1 ['sʌfəriŋ] n.受难；苦楚 adj.受苦的；患病的 v.受苦；蒙受（suffer的ing形式）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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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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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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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3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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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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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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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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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temporarily 1 ['tempərərili, ,tempə'rεə-] adv.临时地，临时

329 test 1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330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331 thinks 1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
332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333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
334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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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upload 1 ['ʌpləud] vt.上传

337 urged 1 ['ɜːdʒd] v. 催促；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38 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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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340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341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342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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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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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4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人名；(英)朗

345 zeroes 1 英 ['zɪərəʊ] 美 ['zɪroʊ] n. 零；零度；最低点；完全没有；无足轻重的人或物 adj. 零的；无价值的；零视度的 v. 把 ... 调
零；瞄准；集中注意；迫近

346 zeros 1 英 ['zɪərəʊ] 美 ['zɪroʊ] n. 零；零度；最低点；完全没有；无足轻重的人或物 adj. 零的；无价值的；零视度的 v. 把 ... 调零；
瞄准；集中注意；迫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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