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2-23 [Education Report] To Keep Schools Open, Schools Ask
College Students to Help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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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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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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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ministrators 2 [əd'mɪnɪstreɪtəz] n. 管理员 名词administrator的复数形式.

7 advice 1 [əd'vais] n.建议；忠告；劝告；通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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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ggressively 1 [ə'gresivli] adv.侵略地；攻击地；有闯劲地

10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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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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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14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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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1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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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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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20 ar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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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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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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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24 asked 2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25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26 assistance 1 [ə'sistəns] n.援助，帮助；辅助设备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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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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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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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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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 b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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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33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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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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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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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inge 2 [bindʒ] n.狂欢，狂闹；放纵 vt.放纵 vi.狂饮作乐；大吃大喝 n.(Binge)人名；(英)宾奇

38 break 1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晓；
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39 breaks 1 [b'reɪks] n. 断裂 名词break的复数形式.

40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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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unch 3 ['bʌntʃ] n.群；串；突出物 vi.隆起；打褶；形成一串 vt.使成一串；使打褶 n.(Bunch)人名；(英)邦奇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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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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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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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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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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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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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asey 1 ['keisi:] n.凯西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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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ertificate 2 [sə'tifikeit] vt.发给证明书；以证书形式授权给…；用证书批准 n.证书；执照，文凭

51 chain 2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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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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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heshire 1 ['tʃeʃə] n.柴郡（英国一郡名）

55 chiefly 1 ['tʃi:fli] adv.主要地；首先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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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7 classes 3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58 classrooms 3 [k'læsruːmz] 教室

59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60 college 9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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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om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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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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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ommunity 3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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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ompleted 1 [kəm'pliː 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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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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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conference 1 n.会议；讨论；协商；联盟；（正式）讨论会；[工会、工党用语]（每年的）大会 vi.举行或参加（系列）会议

70 confirmed 1 [kən'fə:md] adj.确认的；保兑的；坚定的；惯常的 v.确证；使坚定（confirm的过去分词）；批准

71 Connecticut 2 n.美国康涅狄格州（位于美国东北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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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ontact 2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74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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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could 5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77 counselors 1 ['kaʊnsləz] 辅导员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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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couple 2 ['kʌpl] n.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结合；成婚 vt.结合；连接；连合 n.(Couple)人名；(法)库普勒

80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81 coy 1 [kɔi] adj.腼腆的；忸怩作态的；怕羞的 vi.忸怩作态 vt.爱抚 n.(Coy)人名；(法)库瓦；(英、德、西)科伊

82 credits 1 [k'redɪts] 演职员名单

83 dad 1 [dæd] n.爸爸；爹爹 n.(Dad)人名；(孟、巴基、阿富)达德；(泰)达

84 daughter 1 ['dɔ:tə] n.女儿；[遗][农学]子代 adj.女儿的；子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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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西)
迪尔

86 deals 1 [diː l] n. 协定；交易；大量 v. 应付；分配；处理；交易；经营

87 degree 1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
88 democratic 1 [,demə'krætik,-kəl] adj.民主的；民主政治的；大众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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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discrimination 1 [dis,krimi'neiʃən] n.歧视；区别，辨别；识别力

91 distance 2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
92 district 1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93 districts 3 ['dɪstrɪkt] n. 地区；行政区 vt. 把 ... 划分成区

94 divide 1 [di'vaid] vt.划分；除；分开；使产生分歧 vi.分开；意见分歧 n.[地理]分水岭，分水线

95 d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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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document 1 n.文件，公文；[计]文档；证件 vt.记录，记载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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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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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domino 2 ['dɔminəu] n.多米诺骨牌；面具；化装外衣 n.(Domino)人名；(英、意、法、德、波)多米诺

100 door 1 [dɔ:] n.门；家，户；门口；通道 n.(Door)人名；(英)多尔

101 doubt 1 [daut] n.怀疑；疑问；疑惑 v.怀疑；不信；恐怕；拿不准

102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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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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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educators 1 ['edʒʊkeɪtəz] 教育者

106 effect 2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107 elementary 1 [,eli'mentəri] adj.基本的；初级的；[化学]元素的

108 employees 2 [ˌemplɔɪ'iː 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
109 employer 1 [im'plɔiə] n.雇主，老板

110 employing 1 [ɪm'plɔɪ] v. 雇佣；使用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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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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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
114 eve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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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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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except 1 [ik'sept] vt.不计；把…除外 vi.反对 prep.除…之外 conj.除了；要不是

118 excuse 1 [ik'skju:z, ik'skju:s] n.借口；理由 vt.原谅；为…申辩；给…免去 vi.作为借口；请求宽恕；表示宽恕

119 executiv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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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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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122 experienced 1 [ik'spiəriənst] adj.老练的，熟练的；富有经验的

123 explained 1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
124 expose 1 [ik'spəuz] vt.揭露，揭发；使曝光；显示

125 exposed 1 [ik'spəuzd] adj.暴露的，无掩蔽的 v.暴露，揭露（expose的过去分词）

126 exposure 1 [ik'spəuʒə] n.暴露；曝光；揭露；陈列

127 extra 1 ['ekstrə] adv.特别地，非常；另外 n.临时演员；号外；额外的事物；上等产品 adj.额外的，另外收费的；特大的

128 father 1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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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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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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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finished 1 ['finiʃt] adj.完结的，完成的；精巧的 v.完成；结束；毁掉（finish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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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folks 1 ['fəʊks] n. 人们；家人；父母 名词folk的复数形式.

135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36 freshman 1 ['freʃmən] n.新手，生手；大学一年级学生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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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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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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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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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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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governor 1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
145 grace 2 [greis] n.优雅；恩惠；魅力；慈悲 vt.使优美 n.(Grace)人名；(英)格雷斯，格雷丝(女名)；(法)格拉斯

146 graduated 1 ['grædjueitid, -dʒu-] adj.累进的；分等级的；毕了业的；为毕业生设立的 v.使毕业；毕业（graduate的过去分词）；
使…升级

147 greenfield 1 n.市郊绿区 (Greenfield)人名；[英]格林菲尔德 adj.未开发地区的

148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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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hate 1 [heit] vt.憎恨；厌恶；遗憾 vi.仇恨 n.憎恨；反感 n.(Hate)人名；(法)阿特

150 hav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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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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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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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heather 1 ['heðə] adj.杂色的；似石南的 n.石南属植物 n.(Heather)人名；(英)希瑟

155 help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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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helping 2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157 h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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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8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59 herself 1 [hə:'self] pron.她自己（she的反身代词）；她亲自

160 hidden 1 ['hidən] adj.隐藏的 v.隐藏，躲藏（hide的过去分词） n.(Hidden)人名；(英)希登

161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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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hire 1 [haiə] n.雇用，租用；租金，工钱 vt.雇用；出租 vi.雇用，租用；受雇

163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64 hit 1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165 hollingsworth 1 n. 霍林斯沃思

166 hom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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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hospitals 1 ['hɒspɪtlz] 医院

168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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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imaging 1 ['imidʒiŋ] n.成像 v.想像（image的ing形式）；画…的像

171 improvement 1 n.改进，改善；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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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in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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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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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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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Indiana 2 [,indi'ænə] n.印第安纳州（美国中部的州）

176 Indianapolis 2 [,indiə'næpəlis] n.印第安纳波利斯（美国印第安纳州首府）

177 infected 1 [in'fektid] adj.被感染的 v.传染（infect的过去分词）

178 inform 1 [in'fɔ:m] vt.通知；告诉；报告 vi.告发；告密

179 informal 1 adj.非正式的；不拘礼节的；随便的；通俗的；日常使用的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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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instruction 2 [in'strʌkʃən] n.指令，命令；指示；教导；用法说明

182 intended 1 [in'tendid] adj.故意的，有意的；打算中的 n.已订婚者 v.打算；准备（intend的过去分词）

183 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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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Iowa 2 ['aiəwə] n.爱荷华州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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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Isabel 1 ['izəbel] n.伊莎贝尔（人名）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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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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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Jill 2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190 jobs 2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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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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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kee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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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kelly 1 ['keli] n.黄绿色，鲜绿色

196 kern 4 [kə:n] vi.使铅字上下突出；将…做平 n.仁，核；颗粒；（铅字面之）上下的突出部分 n.(Kern)人名；(德、英、匈、波、
罗、捷)克恩；(瑞典)谢恩

197 lamont 3 拉蒙特 马尼拉麻

198 la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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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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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201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202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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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learning 3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205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206 lets 1 abbr.地方交易系统（LocalExchangeTradingSystem）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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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lisa 1 [li:zə] n.丽莎（女子名）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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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lo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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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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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lo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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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low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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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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厄

214 lowered 1 ['laʊəd] adj. 降低的 动词low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15 ma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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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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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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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marquardt 2 马夸特(奶粉溶解度)测定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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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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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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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mid 1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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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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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28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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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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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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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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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235 Nebraska 1 [ni'bræskə] n.内布拉斯加州

236 ned 1 [ned] n.内德（男子名，等于Edward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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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netflix 1 ['netfliː ks] n. 出租DVD；在线观看电影的网站。

239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40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241 Nicola 1 n. 妮古拉(女子名)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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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44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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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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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of 2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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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offer 2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250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251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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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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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ongoing 1 ['ɔn,gəuiŋ, 'ɔ:n-] adj.不间断的，进行的；前进的 n.前进；行为，举止

254 online 5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55 open 2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256 openings 1 ['əʊpənɪŋz] n. 开口；开始；职位空缺；机遇 名词opening的复数形式.

257 o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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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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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260 Orozco 1 n.(Orozco)人名；(西)奥罗斯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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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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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ow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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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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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pandemic 4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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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patients 1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268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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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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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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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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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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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276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277 profession 1 [prəu'feʃən] n.职业，专业；声明，宣布，表白

278 proves 1 [pruːv] v. 证明；检验；结果是；发酵

279 provide 3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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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purdue 1 n. 珀杜（美国大学名）

282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83 quit 1 [kwit] vt.离开；放弃；停止；使…解除 vi.离开；辞职；停止 n.离开；[计]退出 adj.摆脱了…的；已经了结的 n.(Quit)人
名；(英)奎特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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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reaction 1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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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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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remembered 1 英 [rɪ'membə(r)] 美 [rɪ'membər] v. 记得；想起；记住，铭记；回忆；提及

289 remote 1 [ri'məut] adj.遥远的；偏僻的；疏远的 n.远程

290 replaced 1 [rɪ'pleɪsd] adj. 被替换的 动词re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91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292 requirement 1 [ri'kwaiəmənt] n.要求；必要条件；必需品

293 requirements 2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294 rescue 1 ['reskju:] vt.营救；援救 n.营救；援救；解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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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retired 1 [ri'taiəd] adj.退休的；退役的；幽闭的 v.退休（retire的过去分词）

297 reveal 1 [ri'vi:l] vt.显示；透露；揭露；泄露 n.揭露；暴露；门侧，窗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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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Robbins 2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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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1 said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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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school 6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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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schools 9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304 Scott 1 [skɔt] n.斯科特（男子名）

305 screen 1 [skri:n] n.屏，幕；屏风 vt.筛；拍摄；放映；掩蔽 vi.拍电影 n.(Screen)人名；(英)斯克林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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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308 serving 1 ['sə:viŋ] n.服务；上菜；一份食物 v.服务（serve的ing形式） adj.用于上菜的 n.(Serving)人名；(瑞典)塞尔温

309 sets 1 n.[数]集合，设置（set的复数） v.放置（set单三形式）

310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311 sh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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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12 sh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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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shortage 3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
314 shortages 1 ['ʃɔː tɪdʒɪz] 缺陷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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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317 sites 1 [saɪt] n. 地点；位置；现场 vt. 使 ... 位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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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smith 1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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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Soares 2 n.(Soares)人名；(英)索尔斯；(葡)苏亚雷斯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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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324 something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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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somewhat 1 ['sʌmhwɔt, -hwət] n.几分；某物 adv.有点；多少；几分；稍微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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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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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staffing 2 n. 安置职工；人员配备 动词staff的现在分词.

329 stat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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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331 staying 2 英 ['steɪɪŋ] 美 ['steɪŋ] n. 拉线(撑；刚性结合)；停留 动词stay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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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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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stopgap 2 ['stɔpgæp] adj.权宜的；暂时的 n.权宜之计；补缺者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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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struggle 1 ['strʌgl] vi.奋斗，努力；挣扎 n.努力，奋斗；竞争 vt.使劲移动；尽力使得

337 struggling 1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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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students 9 [st'juːdnts] 学生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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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substitute 5 ['sʌbstitju:t, -tu:t] n.代用品；代替者 vi.替代 vt.代替

342 substitutes 5 英 ['sʌbstɪtju tː] 美 ['sʌbstɪtu tː] n. 代用品；代替者；替补队员 vt. 代替；用 ... 代替；代以

343 substituting 1 ['sʌbstɪtju tːɪŋ] n. 取代 动词substitu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44 suddenly 1 ['sʌdnli] adv.突然地；忽然

345 supervision 1 [,sju:pə'viʒən] n.监督，管理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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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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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）售得金额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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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8 teacher 5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349 teachers 12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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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352 temporary 2 ['tempərəri] adj.暂时的，临时的 n.临时工，临时雇员

353 ten 1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
354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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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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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tha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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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the 4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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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361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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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they 8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64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365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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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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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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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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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to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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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71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72 too 2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73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374 tracers 3 [t'reɪsəz] 示踪剂

375 tracing 2 ['treisiŋ] n.追踪；追查；描摹；摹图；显迹 v.追踪（trac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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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treatment 1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378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79 unfair 1 [,ʌn'fεə] adj.不公平的，不公正的

380 unfilled 1 [ʌn'fɪld] adj. 空的；未填充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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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us 4 pron.我们
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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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usry 1 n. 厄斯里

385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386 via 1 prep.渠道，通过；经由
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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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8 virus 2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389 walked 1 [wɔː k] v. 步行；陪...走；散步；偷走；走过 n. 步行；散步；人行道

3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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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1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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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2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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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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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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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Weeks 2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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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Wellesley 1 ['welizli] n.韦尔兹利（姓氏）

399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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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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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2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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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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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406 whole 2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407 whom 1 [hu:m, 弱 hum] pron.谁（who的宾格）

408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4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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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winter 2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
温特
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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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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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13 wor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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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14 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15 work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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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6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4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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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worsening 1 ['wə:səniŋ] n.恶化；变坏 adj.日益恶化的 v.恶化（worsen的ing形式）；使变得更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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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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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422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423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424 you 7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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