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7-04 [Arts and Culture] Will Americans Return to Church
after Pandemic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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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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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6 again 2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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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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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mericans 3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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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2 and 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3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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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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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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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17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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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 atten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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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ttendance 1 n.出席；到场；出席人数；考勤

21 attended 1 [ə'tendɪd]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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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ba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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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baked 1 ['beikid] adj.烤的；烘焙的 v.烘培；烧制（bake的过去分词）

25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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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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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efore 4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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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eliefs 1 n.信仰；信�（belief的复数）

31 beth 2 [beiθ, beθ] n.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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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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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 blame 1 ['bleim] vt.责备；归咎于 n.责备；责任；过失

35 blow 2 [bləu] n.吹；打击；殴打 vi.风吹；喘气 vt.风吹 n.(Blow)人名；(英)布洛

36 Boston 1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
37 bread 1 [bred] n.面包；生计 vt.在…上洒面包屑

38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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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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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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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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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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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44 center 2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45 ceremonies 1 英 ['serəməni] 美 ['serəmoʊni] n. 仪式；礼节；典礼

46 challah 2 ['hɑ:lə] n.白面包（犹太教在安息日或其他假日食用的，等于hallah） n.(Challah)人名；(阿拉伯)沙拉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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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9 charlotte 1 n.法国水果奶油布丁；夏洛特

50 church 9 [tʃə:tʃ] n.教堂；礼拜；教派 adj.教会的；礼拜的 vt.领…到教堂接受宗教仪式 n.(Church)人名；(英)丘奇

51 churches 2 英 [tʃɜ tːʃ] 美 [tʃɜ rːtʃ] n. 礼拜仪式；教堂；基督教徒 adj. 教堂的 v. 把 ... 带到教堂接受某种宗教仪式

52 Clifton 2 ['kliftən] n.克利夫顿（男子名）

53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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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
56 congregants 4 n.宗教团体的成员，犹太教团体的成员( congregant的名词复数 )

57 congregation 3 [,kɔŋgri'geiʃən] n.集会；集合；圣会

58 congregations 3 n.（教堂里的）会众( congregation的名词复数 ); （从属某教堂并定期做礼拜的）教堂会众

59 connection 2 n.连接；关系；人脉；连接件

60 continue 2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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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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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ovid 2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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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66 danger 1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
67 darlene 1 [da:'li:n] n.达琳（女子名，等于Darleen）

68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69 d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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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decisions 1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
71 delivered 1 [dɪ'lɪvəd] adj. 已交付的，已交货的；已送达的 v. 递送；发表（演讲）；交付（deli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72 destroy 1 [di'strɔi] vt.破坏；消灭；毁坏

73 divinity 2 [di'vinəti] n.神；神性；神学

74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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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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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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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dusty 1 ['dʌsti] adj.落满灰尘的

78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79 eased 1 [iː zd] adj. 放松的 动词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80 eat 1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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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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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EL 2 [el] abbr.预期损失（ExpectedLoss）

84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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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entirely 1 [in'taiə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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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etc 3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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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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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92 exist 1 [ig'zist] vi.存在；生存；生活；继续存在

93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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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explosion 1 n.爆炸；爆发；激增 n.（Explosion）《引爆者》（一部中国动作、犯罪电影）。

96 fail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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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fallen 1 ['fɔ:lən] adj.堕落的；落下来的；陷落的 v.落下；跌倒（fall的过去分词）

98 fatal 1 ['feitl] adj.致命的；重大的；毁灭性的；命中注定的 n.(Fatal)人名；(葡、芬)法塔尔

99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100 fell 2 [fel] adj.凶猛的；毁灭性的 vt.砍伐；打倒；击倒 n.[林]一季所伐的木材；折缝；兽皮 v.掉下；摔倒；下垂；变坏（fall的过
去式） n.(Fe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费尔

101 fewer 2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102 final 2 ['fainl] adj.最终的；决定性的；不可更改的 n.决赛；期末考试；当日报纸的末版

103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104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105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6 formal 1 ['fɔ:məl] adj.正式的；拘谨的；有条理的 n.正式的社交活动；夜礼服 n.(Formal)人名；(法)福马尔

107 foster 2 ['fɔstə] vt.培养；养育，抚育；抱（希望等） adj.收养的，养育的 n.(Foster)人名；(英、捷、意、葡、法、德、俄、西)福
斯特

108 found 3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09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10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111 further 1 ['fə:ðə] adv.进一步地；而且；更远地 adj.更远的；深一层的 vt.促进，助长；增进

112 gather 1 ['gæðə] vt.收集；收割；使…聚集；使…皱起 vi.聚集；化脓；皱起 n.聚集；衣褶；收获量 n.(Gather)人名；(德)加特

113 Gloria 1 ['glɔ:riə] n.地质用远程斜向声纳（GeologicalLongLORIARangeInclinedAsdic） n.(Gloria)人名；(英、法、葡、罗、德、
意、西)格洛里亚，格洛丽亚(女名)

114 god 2 [gɔd] n.神；（大写首字母时）上帝 vt.膜拜，崇拜 n.(God)人名；(索、阿拉伯)古德

115 greatest 1 ['greɪtɪst] adj. 最大的 形容词great的最高级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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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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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8 Hammond 2 ['hæmənd] n.哈蒙德（美国城市）

119 Harvard 1 ['hɑ:vəd] n.哈佛大学；哈佛大学学生

120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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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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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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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held 2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125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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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holds 1 英 [həʊldz] 美 [hoʊldz] n. 货舱；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.

127 h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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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homes 1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国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129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130 houses 1 ['hauziz] n.住宅；家园；洋房（house的复数）；房子的总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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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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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hundred 1 ['hʌndrəd] n.一百；许多 adj.一百的；许多的 num.百；百个

134 identify 1 vt.确定；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；使参与；把…看成一样vi.确定；认同；一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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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impact 1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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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impossible 1 [im'pɔsəbl] adj.不可能的；不可能存在的；难以忍受的；不真实的 n.不可能；不可能的事

139 in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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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0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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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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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Jewish 2 ['dʒu:iʃ] adj.犹太人的；犹太族的

145 Judaism 2 ['dʒu:deiizəm] n.犹太教；犹太主义；（总称）犹太人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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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kept 2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48 klass 1 n. 克拉斯

149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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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lawful 1 ['lɔ:ful] adj.合法的；法定的；法律许可的

152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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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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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156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57 les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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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li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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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likely 2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160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161 loaves 1 [ləuvz] n.大块烤过的食物

162 loss 1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
163 love 1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
164 Maine 1 [mein] n.缅因州（美国州名）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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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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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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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methodist 2 ['meθədist] n.卫理公会派教徒 adj.卫理公会教派的

170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171 monthly 1 ['mʌnθli] adj.每月的，每月一次的；有效期为一个月的 n.月刊 adv.每月，每月一次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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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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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mount 2 vt.增加；爬上；使骑上马；安装，架置；镶嵌，嵌入；准备上演；成立（军队等） vi.爬；增加；上升 n.山峰；底
座；乘骑用马；攀，登；运载工具；底座 n.（英）芒特（人名） v.登上；骑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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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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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need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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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8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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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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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183 numb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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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of 2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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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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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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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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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191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192 opinion 1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193 opportunity 2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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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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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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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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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pandemic 1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99 people 1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00 percen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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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perform 1 [pə'fɔ:m] vt.执行；完成；演奏 vi.执行，机器运转；表演

202 perso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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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pew 3 [pju:] n.座位；会众；教堂内的靠背长凳 vt.排座位 n.(Pew)人名；(英)皮尤

204 places 2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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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practices 1 ['præktɪs] n. 练习；实行；习惯；业务 v. 练习；实践；开业；执业

207 praying 1 [preɪ] v. 祈祷；请求；恳求；祈求

208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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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210 proved 1 [p'ruːvd] v. 证明(证明是；检验；勘探；证明；试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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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212 question 2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213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214 rabbi 2 ['ræbai] n.拉比（犹太人的学者）；法师；犹太教律法专家；先生

215 rate 1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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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regularly 1 ['regjələli] adv.定期地；有规律地；整齐地；匀称地

218 religion 1 [ri'lidʒən] n.宗教；宗教信仰

219 religious 8 [ri'lidʒəs] adj.宗教的；虔诚的；严谨的；修道的 n.修道士；尼姑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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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research 2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222 respect 1 [ri'spekt] n.尊敬，尊重；方面；敬意 vt.尊敬，尊重；遵守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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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retur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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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rev 3 [rev] n.发动机的旋转 vt.使加速；增加 vi.加快转速；增长 n.(Rev)人名；(英)雷夫；(俄)列夫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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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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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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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sanctuary 2 ['sæŋktju'ri, -tʃuə-] n.避难所；至圣所；耶路撒冷的神殿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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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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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seat 1 [si:t] n.座位；所在地；职位 vt.使…坐下；可容纳…的；使就职

233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234 servic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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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services 8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236 seven 2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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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Shabbat 1 [ʃə'bɑ:t; 'ʃɑ:; 'ʃɑ:bəs] n.（犹太教）安息日（等于Shabbos，Shabbas）

239 shand 1 n. 尚德

240 sharp 1 adj.急剧的；锋利的；强烈的；敏捷的；刺耳的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；突然地 n.尖头 vt.磨快；把音调升高 vi.升音演奏
n.(Sharp)人名；(英)夏普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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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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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244 signs 1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245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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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248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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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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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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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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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3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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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stayed 1 [steɪ] v. 停留；逗留；保持 n. 停留；逗留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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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streamed 1 [striː m] n. (小)河；水流；(人；车；气)流；组 v. 流动；流出；飘动；将(学生)按能力分组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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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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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successful 1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
261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262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263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264 survey 3 [sə:'vei, 'sə:vei, sə-] n.调查；测量；审视；纵览 vt.调查；勘测；俯瞰 vi.测量土地

265 survive 1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
266 surviving 1 [sə'vaiviŋ] adj.继续存在的；未死的；依然健在的 v.生存（survive的ing形式）

267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68 sustain 2 [sə'stein] vt.维持；支撑，承担；忍受；供养；证实

269 synagogue 1 ['sinəgɔg, -gɔ:g] n.犹太教会堂；犹太人集会

270 temple 3 ['templ] n.庙宇；寺院；神殿；太阳穴 n.(Temple)人名；(法)唐普勒；(英)坦普尔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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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t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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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the 4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74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75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76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77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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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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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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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to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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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3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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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united 3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286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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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us 1 pron.我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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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VOA 1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290 volunteers 1 英 [ˌvɒlən'tɪə(r)] 美 [ˌvɑ lːən'tɪr] n. 志愿者；(自行生长的)植物 v. (自愿)做

291 Waldoboro 1 [地名] [美国] 沃尔多伯勒

292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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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weekly 2 ['wi:kli] adj.每周的；周刊的；一周一次的 n.周刊 adv.每周一次；逐周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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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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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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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8 w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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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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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301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302 white 2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303 who 6 pron.谁；什么人

304 Wilkins 1 ['wilkinz] n.威尔金斯（姓氏，英国生物物理学家）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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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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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8 worship 4 ['wə:ʃip] n.崇拜；礼拜；尊敬 vt.崇拜；尊敬；爱慕 vi.拜神；做礼拜

309 worshipper 1 英 ['wɜ ʃːɪpə(r)] 美 ['wɜ rːʃɪpər] 礼拜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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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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