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1-10 [Education Report] Who Is Miguel Cardona, Biden's
Choice for Education Chief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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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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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5 administrator 1 [əd'ministreitə] n.管理人；行政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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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扬
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8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9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0 am 1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-ed
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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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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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pple 2 n.苹果，苹果树，苹果似的东西；[美俚]炸弹，手榴弹，（棒球的）球；[美俚]人，家伙。

15 appointed 1 [ə'pɔintid] adj.约定的，指定的 v.任命；指定；约定时间，地点（appoint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16 appointee 1 [ə,pɔin'ti:] n.被任命者

17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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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rgued 1 英 ['ɑːɡju ]ː 美 ['ɑ rːɡju ]ː v. 说服；争论；辩论

19 as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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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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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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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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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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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ttend 2 [ə'tend] vt.出席；上（大学等）；照料；招待；陪伴 vi.出席；致力于；照料；照顾

26 Austin 1 ['ɔ:stin] n.奥斯丁（人名）；英国制汽车牌名

27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28 b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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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ans 2 ['biː nz] n. 豆；豆形果实 名词bea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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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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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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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34 betsy 1 ['betsi] n.手枪；火器

35 bicultural 1 [bai'kʌltʃərəl] adj.二元文化的；两种不同文化混合的

36 biden 7 n. 拜登(姓氏)

37 bilingual 2 [bai'liŋgwəl] adj.双语的 n.通两种语言的人

38 brilliant 2 adj.灿烂的，闪耀的；杰出的；有才气的；精彩的，绝妙的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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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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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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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ampaign 1 [kæm'pein] vi.作战；参加竞选；参加活动 n.运动；活动；战役

42 candidate 1 n.候选人，候补者；应试者

43 cardona 11 n. 卡多纳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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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aty 1 卡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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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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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hief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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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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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hoice 2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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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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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onfirms 1 英 [kən'fɜːm] 美 [kən'fɜ rːm] v. 证实；批准；确定

54 congress 2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
55 Connecticut 3 n.美国康涅狄格州（位于美国东北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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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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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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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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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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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63 dan 1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64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65 defense 1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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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devos 7 n. 德沃斯

68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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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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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diversify 2 [dai'və:sifai, di-] vt.使多样化，使变化；增加产品种类以扩大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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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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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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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education 10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76 educational 1 [,edju:'keiʃənəl] adj.教育的；有教育意义的

77 elect 1 [i'lekt] adj.选出的；当选的；卓越的 n.被选的人；特殊阶层；上帝的选民 vt.选举；选择；推选 vi.作出选择；进行选举

78 encouraging 2 [in'kʌridʒiŋ] adj.令人鼓舞的；鼓励的，奖励的 v.鼓励，支持（encourage的ing形式）

79 English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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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entered 1 ['entə(r)d] adj. 进入的 动词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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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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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84 failed 1 [feild] adj.已失败的，不成功的 v.失败，不成功（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85 Federal 2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86 feel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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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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触摸

87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88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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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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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91 fourth 1 [fɔ:θ] adj.第四的，第四个的；四分之一的 n.第四，月的第四日；四分之一 num.第四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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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friedell 1 n. 弗里德尔

94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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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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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g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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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g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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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9 goodbye 1 int.再见；告别

100 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01 grad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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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grew 1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
103 guidelines 1 ['ɡaɪdlaɪnz] n. 指导方针；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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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has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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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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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h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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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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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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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he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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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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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him 2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14 his 7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15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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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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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housing 1 ['hausiŋ] n.房屋；住房供给；[机]外壳；遮盖物；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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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hurried 1 ['hʌrid] adj.匆忙的；草率的 v.催促；匆忙进行；急派（hurry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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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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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24 impressive 1 [im'presiv] adj.感人的；令人钦佩的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

125 i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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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6 increasingly 1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
127 inequalities 1 [ɪnɪk'wɒlɪtɪz] n. 不等式

128 intelligent 1 [in'telidʒent] adj.智能的；聪明的；理解力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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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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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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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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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janet 1 ['dʒænit] abbr.联合科研网（jointacademicnetwork）

134 Jill 1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135 job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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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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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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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140 languages 1 ['læŋɡwɪdʒɪz] n. 语言 名词language的复数形式.

141 laptop 1 n.膝上型轻便电脑，笔记本电脑

142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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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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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144 leadership 1 ['li:dəʃip] n.领导能力；领导阶层

145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46 lett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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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Lloyd 1 [lɔid] n.劳埃德（男子名）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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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150 man 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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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Miguel 2 [mi'gel] n.米格尔（男子名）

153 money 3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54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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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mo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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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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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named 2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
159 nation 2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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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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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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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of 1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64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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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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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operations 1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
168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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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outgoing 2 adj.对人友好的，开朗的；出发的，外出的；即将离职的；乐于助人的 n.外出；流出；开支 v.超过；优于（outgo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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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g形式）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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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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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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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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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
176 pie 2 [pai] n.馅饼；饼图；爱说话的人 vt.使杂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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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policies 2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 lː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179 policy 2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80 poorer 1 英 [pʊə(r)] 美 [pʊr] adj. 可怜的；贫穷的；低劣的 n. 穷人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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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positions 1 [pə'ziʃənz] n.[水运]位置（position的复数）；定位

183 preschool 1 ['pri:'sku:l] adj.未满学龄的；就学前的，入学前的 n.幼儿园，育幼院

184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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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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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privat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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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promised 2 英 ['prɒmɪs] 美 ['prɑːmɪs] n. 诺言；预示；约定；(有)希望 v. 允诺；发誓；答应；有希望

189 proposal 1 [prəu'pəuzəl] n.提议，建议；求婚

190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191 public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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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Puerto 1 n.垭口，港口，山口 n.(Puerto)人名；(西)普埃尔托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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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4 reconsider 1 [,ri:kən'sidə] vt.重新考虑；重新审议 vi.重新考虑

195 remake 1 [,ri:'meik, 'ri:meik] n.重做；重制物 vt.再制

196 reopen 3 [,ri:'əupən] vt.使再开，使重开 vi.重开

197 reopened 1 英 [ˌriː 'əʊpən] 美 [ˌriː 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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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replace 1 [ri'pleis] vt.取代，代替；替换，更换；归还，偿还；把…放回原处

200 rice 2 [rais] n.稻；米饭 vt.把…捣成米糊状 n.(Rice)人名；(瑞典)里瑟；(塞)里采；(英)赖斯

201 Rico 1 ['rikəu] abbr.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（RacketeerInfluencedandCorruptOrganizationsAct） n.(Rico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
意、葡)里科

202 Robbins 1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
203 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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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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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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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08 school 3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09 schools 7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10 secretary 6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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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senate 1 ['senit] n.参议院，上院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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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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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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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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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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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18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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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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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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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223 sought 1 [sɔ:t] v.寻找（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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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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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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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7 speci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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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229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0 sta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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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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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stories 1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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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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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5 students 6 [st'juːdnts] 学生

236 supported 1 [sə'pɔː tɪd] adj.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37 supporter 1 [sə'pɔ:tə] n.支持者；拥护者

238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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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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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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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t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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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the 2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44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245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46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247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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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to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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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9 to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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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treasury 1 ['treʒəri, 'trei-] n.国库，金库；财政部；宝库

251 trump 1 [trʌmp] n.王牌；法宝；喇叭 vt.胜过；打出王牌赢 vi.出王牌；吹喇叭 n.(Trump)人名；(英)特朗普

252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53 understanding 1 [,ʌndə'stændiŋ] n.谅解，理解；理解力；协议 adj.了解的；聪明的；有理解力的 v.理解；明白（understand的ing
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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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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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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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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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us 1 pron.我们

259 wa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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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61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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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263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64 welcome 1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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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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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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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269 wi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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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withdraw 1 [wið'drɔ:, wiθ-] vt.撤退；收回；撤消；拉开 vi.撤退；离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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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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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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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4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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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writes 1 [raɪt] v. 写；书写；填写；作曲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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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79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80 yellin 1 n. 耶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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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you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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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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