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6-22 [Education Report] US Court Backs Payment to Student-
Athletes in NCAA Cas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5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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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athletes 20 ['æθliː ts] 运动员

4 for 1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5 student 13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6 and 1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7 NCAA 12 abbr. (美国)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(=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)

8 i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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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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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of 1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1 college 9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12 court 9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(法)库尔

13 rules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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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5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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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7 education 6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18 lik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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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ruling 6 ['ru:liŋ] adj.统治的；主要的；支配的；流行的，普遍的 n.统治，支配；裁定

20 sports 6 n.运动；运动会（sport的复数）；（报纸）体育版面；突变；娱乐 adj.运动的；适用于运动的 v.娱乐；戏弄（sport的第
三人称单数）

21 their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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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money 5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23 payments 5 ['peɪmənts] 支付

24 related 5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25 additional 4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26 basketball 4 ['bɑ:skitbɔ:l, 'bæs-] n.篮球；篮球运动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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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cannot 4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29 could 4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30 football 4 ['fut,bɔ:l] n.足球，橄榄球 vi.踢足球；打橄榄球

31 former 4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32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33 its 4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34 law 4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35 national 4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36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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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players 4 n.队员，参与者；玩家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；迷你音碟机，雷射唱盘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

38 professional 4 [prə'feʃənəl] adj.专业的；职业的；职业性的 n.专业人员；职业运动员

39 suppor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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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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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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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argued 3 英 ['ɑːɡju ]ː 美 ['ɑ rːɡju ]ː v. 说服；争论；辩论

42 association 3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43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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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 case 3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45 colleges 3 ['kɒlɪdʒɪz] 高校

46 costs 3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47 group 3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48 mean 3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
49 organization 3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50 payment 3 ['peimənt] n.付款，支付；报酬，报答；偿还；惩罚，报应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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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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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supreme 3 [sju'pri:m, sə-] adj.最高的；至高的；最重要的 n.至高；霸权

54 academic 2 [,ækə'demik] adj.学术的；理论的；学院的 n.大学生，大学教师；学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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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agreed 2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57 already 2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58 amateurism 2 ['æmətərizəm] n.业余性；非职业的作为；业余特点；业余主义

59 antitrust 2 [,ænti'trʌst] adj.[经]反垄断的；[经]反托拉斯的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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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athletic 2 [æθ'letik] adj.运动的，运动员的；体格健壮的

62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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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alifornia 2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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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Caty 2 卡蒂

66 changes 2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67 competition 2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
68 consistent 2 [kən'sistənt] adj.始终如一的，一致的；坚持的

69 deals 2 [diː l] n. 协定；交易；大量 v. 应付；分配；处理；交易；经营

70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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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endorsement 2 [in'dɔ:smənt] n.认可，支持；背书；签注（文件）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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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4 happening 2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75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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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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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including 2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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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laws 2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80 limit 2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81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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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Monday 2 ['mʌndi] n.星期一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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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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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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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paid 2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86 permitting 2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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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ruled 2 [ru lː] n. 规则；条例；习惯；统治；直尺 v. 支配；统治；画直线

89 st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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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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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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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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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94 weaver 2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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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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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wrote 2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99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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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acting 1 ['æktiŋ] adj.代理的；装腔作势的 n.演技；演戏；假装

102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103 agents 1 n.媒介；[法][贸易]代理人；药剂（agent的复数）

104 Alabama 1 [,ælə'bæmə] n.阿拉巴马州（美国州名）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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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alston 1 ['ɔ:lstən] n.阿尔斯通（当今世界铁路设备市场的五大供应商之一）；奥尔斯顿（男子名）

107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108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09 amounts 1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
110 an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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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appearances 1 [ə'piərənsɪz] n. 出现；外表；表面迹象 名词appearance的复数形式.

112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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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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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4 associations 1 联合； 联想

115 athlete 1 ['æθli:t] n.运动员，体育家；身强力壮的人

116 attendi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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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backs 1 n.后背，脊背；后卫（back的复数形式） v.后退（back的三单形式） n.(Backs)人名；(德)巴克斯

118 bar 1 n.条，棒；酒吧；障碍；法庭 vt.禁止；阻拦 prep.除……外 n.(Bar)人名；(阿拉伯、德、法、俄、罗、捷、波、葡、以)巴
尔

119 barring 1 ['bɑ:riŋ] prep.除非；不包括；除…以外 v.阻拦（bar的ing形式） n.(Barring)人名；(德)巴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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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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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behaving 1 [bɪ'heɪv] v. 表现；行为；举止

123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124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125 bring 1 vt.拿来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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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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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collegiate 1 [kə'li:dʒiit] adj.大学的；学院的；大学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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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130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31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132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133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134 dismissal 1 [dis'misəl] n.解雇；免职

135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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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earnings 1 ['ə:niŋz] n.收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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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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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endorsements 1 [en'dɔ:smənts] n. 背书（endorsement的复数）；推荐，批单

140 enforced 1 [in'fɔ:st] adj.实施的；强制执行的 v.执行（enforce的过去分词）

141 enforcing 1 英 [ɪn'fɔː s] 美 [ɪn'fɔː rs] vt. 强迫；强制；实施；执行；加强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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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exchange 1 [iks'tʃeindʒ] n.交换；交流；交易所；兑换 vt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 vi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

144 expenses 1 [ɪks'pensɪz] n. 费用；开支 名词expense的复数形式.

145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146 expressed 1 [ɪk'spres] n. 快车；快递；专使 adj. 明确的；急速的；直接的 adv. 用快递 vt. 表达；表示；挤压出；快递

147 Feder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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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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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150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151 foreign 1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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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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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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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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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gorsuch 1 n. 戈萨奇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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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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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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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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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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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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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image 1 ['imidʒ] n.影像；想象；肖像；偶像 vt.想象；反映；象征；作…的像 n.(Image)人名；(法)伊马热

165 immunity 1 [i'mju:nəti] n.免疫力；豁免权；免除

166 improved 1 [ɪm'pruːvd] adj. 改良的；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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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internship 1 ['intə:nʃip] n.实习生；（美）实习期；实习医师职位

169 internships 1 n. 实习（internship的复数）；见习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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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172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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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justice 1 ['dʒʌstis] n.司法，法律制裁；正义；法官，审判员 n.(Justice)人名；(英)贾斯蒂斯，贾斯蒂丝(女名)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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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lawyer 1 ['lɔ:jə] n.律师；法学家 n.(Lawyer)人名；(英)劳耶

176 leads 1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
177 league 1 [li:g] n.联盟；社团；范畴 vt.使…结盟；与…联合 vi.团结；结盟 n.(League)人名；(英)利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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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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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legislation 1 [,ledʒis'leiʃən] n.立法；法律

181 lessen 1 ['lesən] vt.使…变小；使…减轻；使…变少 vi.减少；减轻；变小 n.(Lessen)人名；(德、罗)莱森

182 letters 1 [letəz] n.[语]字母；书信；读者投书栏（letter的复数） v.用字母标明；用印刷体写（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83 likeness 1 ['laiknis] n.相似，相像；样子，肖像；照片，画像；相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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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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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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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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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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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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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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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neil 1 [ni:l] n.尼尔（男子名）

194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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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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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offer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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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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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operation 1 [,ɔpə'reiʃən] n.操作；经营；[外科]手术；[数][计]运算

200 opinion 1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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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oversees 1 英 [ˌəʊvə'siː ] 美 [ˌoʊvər'siː ] vt. 监督；监管；监视

203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204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
205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206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207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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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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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211 player 1 n.运动员，比赛者；游戏者，做游戏的人；演奏者，表演者；演员；播放器

212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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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practice 1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215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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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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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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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protects 1 [prə'tekt] v. 保护；投保

219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220 publicly 1 ['pʌblikli] adv.公然地；以公众名义

221 raising 1 ['reiziŋ] n.高地；提高；举；浮雕装饰 v.饲养；升起；举起（raise的ing形式）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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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reads 1 [riː d] v. 识字；阅读；朗读；理解；读到；猜测；读唇语；写着；读起来（给人以某种印象）；显示；看读数；听到；
将...改为；攻读；（计算机）读盘 n. 阅读；好读物 adj. 博学的；熟知的

224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225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26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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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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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se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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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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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
232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233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34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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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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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stand 1 [stænd] vi.站立；位于；停滞 vt.使站立；忍受；抵抗 n.站立；立场；看台；停止

238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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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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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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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teach 1 [ti:tʃ] vt.教；教授；教导 vi.教授；讲授；当老师 n.(Teach)人名；(英)蒂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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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45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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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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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trained 1 [treɪnd] adj.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49 trainee 1 [trei'ni:] n.练习生，实习生；受训者；新兵；训练中的动物

250 tutor 1 ['tju:tə] vt.辅导；约束 n.导师；家庭教师；助教 vi.当家庭教师；（美）在家庭教师指导下学习

251 tutoring 1 英 ['tju tːə(r)] 美 ['tu tːər] n. 家庭教师；导师 v. 指导；当家庭教师；当导师

252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253 unfair 1 [,ʌn'fεə] adj.不公平的，不公正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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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universities 1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 rːsəti] n. 大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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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unpaid 1 [,ʌn'peid] adj.未付款的；[税收]未缴纳的；无报酬的

258 upheld 1 [ʌp'held] v.支持（uphold的过去式）

259 urged 1 ['ɜːdʒd] v. 催促；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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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us 1 pron.我们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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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263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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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violate 1 ['vaiəleit] vt.违反；侵犯，妨碍；亵渎

266 Virginia 1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
267 vote 1 [vəut] n.投票，选举；选票；得票数 vt.提议，使投票；投票决定；公认 vi.选举，投票 n.(Vote)人名；(英、法)沃特

268 voted 1 英 [vəʊt] 美 [voʊt] n. 选举权；投票；选举；投票结果 v. 表决；选举；投票

269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70 w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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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west 1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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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274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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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6 wor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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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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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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