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8-29 [Education Report] Classes Starting, But International
Students Failing to Get US Visa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5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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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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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of 1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students 16 [st'juːdnts] 学生

6 for 1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7 and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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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ternational 13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9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 i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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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person 9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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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year 9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3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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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t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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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t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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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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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8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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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get 5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0 other 5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1 school 5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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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 State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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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tha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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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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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visa 5 ['vi:zə] n.签证 vt.签发签证 n.(Visa)人名；(塞、芬)维萨

27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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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drop 4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31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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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interview 4 ['intəvju:] n.接见，采访；面试，面谈 vt.采访；接见；对…进行面谈；对某人进行面试

33 meeting 4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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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owusu 4 奥乌苏

36 someth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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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student 4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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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9 united 4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40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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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each 3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43 embassy 3 ['embəsi] n.大使馆；大使馆全体人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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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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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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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Numbers 3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48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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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50 perce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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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process 3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52 start 3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53 talent 3 ['tælənt] n.才能；天才；天资

54 universities 3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 rːsəti] n. 大学

55 ability 2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56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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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apply 2 [ə'plai] vt.申请；涂，敷；应用 vi.申请；涂，敷；适用；请求

59 appointment 2 [ə'pɔintmənt] n.任命；约定；任命的职位

60 as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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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62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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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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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ame 2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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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onsiders 2 英 [kən'sɪdə(r)] 美 [kən'sɪdər] v. 考虑；思考；认为；体谅；注视

67 countries 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68 department 2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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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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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don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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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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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educational 2 [,edju:'keiʃənəl] adj.教育的；有教育意义的

74 enrollment 2 [in'rəulmənt] n.登记；入伍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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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77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78 Gregory 2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
79 groups 2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80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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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iie 2 ['aɪiː ] (=idiopathic ineffective erythropoiesis) 特发性无效性红细胞生成,(=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'embryogie) 国际胚胎学研究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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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interviews 2 英 ['ɪntəvju ]ː 美 ['ɪntərvju ]ː n. 面谈；会见；面试；接见 vt. 接见；采访；对 ... 进行面试 vi. 面试；采访

83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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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losing 2 ['lu:ziŋ] n.损失；失败 adj.输的；失败的；导致失败的 v.失去；损失（lose的ing形式）；错过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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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87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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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online 2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90 operating 2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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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pe 2 [pei] abbr.体育课，体能训练（physicaleducation） n.(Pe)人名；(缅)佩

93 priority 2 [prai'ɔrəti] n.优先；优先权；[数]优先次序；优先考虑的事

94 rath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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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required 2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96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97 shankar 2 尚卡 n.(Shankar)人名；(印、尼、苏里)尚卡尔

98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99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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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speci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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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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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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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stress 2 [stres] n.压力；强调；紧张；重要性；重读 vt.强调；使紧张；加压力于；用重音读 n.(Stress)人名；(意)斯特雷斯

106 think 2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107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108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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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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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to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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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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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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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visas 2 ['viː zə] n. 签证 vt. 办理签证

11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15 w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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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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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Accra 1 [ə'krɑ:] n.阿克拉（加纳共和国首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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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admission 1 [əd'miʃən] n.承认；入场费；进入许可；坦白；录用

121 adv 1 ['ædvɜːb] abbr. 副词（=adverb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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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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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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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app 1 [æp] abbr.应用（Application）；穿甲试验（ArmorPiercingProof） n.(App)人名；(英)阿普

126 applications 1 [æplɪ'keɪʃəns] n. 申请书；应用程序 名词application的复数形式.

127 appointments 1 n. 约定（appointment的复数）；[船] 设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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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art 1 n.（包括雕塑、绘画、音乐等的）艺术，美术；美术（作）品；艺品（作）品；（表演）艺术；技术，技巧； adj.艺术
的；艺术品的；具有艺术性的 v.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，过时用法

130 autumn 1 ['ɔ:təm] n.秋天；成熟期；渐衰期，凋落期 adj.秋天的，秋季的 n.(Autumn)人名；(英)奥特姆

131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32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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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135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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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138 broaden 1 ['brɔ:dən] vi.扩大，变阔；变宽，加宽 vt.使扩大；使变宽

139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
140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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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142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143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144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145 colleges 1 ['kɒlɪdʒɪz] 高校

146 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147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148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
149 competitors 1 [kəm'petɪtəz] 竞争对手

150 conduct 1 ['kɔndʌkt, kən'dʌkt] vi.导电；带领 vt.管理；引导；表现 n.进行；行为；实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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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council 1 ['kaunsəl] n.委员会；会议；理事会；地方议会；顾问班子 n.(Council)人名；(英)康斯尔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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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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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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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dealt 1 [delt] v.处理（dea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58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159 degree 1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
160 design 1 [di'zain] vt.设计；计划；构思 n.设计；图案 vi.设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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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difficulty 1 ['difikəlti] n.困难，困境

163 dropped 1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
164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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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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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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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educators 1 ['edʒʊkeɪtəz] 教育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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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embassies 1 ['embəsi] n. 大使馆；大使全体人员

170 ends 1 ['endz] n. 结束；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.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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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173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74 eve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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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176 extent 1 [ik'stent] n.程度；范围；长度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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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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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fe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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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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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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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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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formally 1 ['fɔ:məli] adv.正式地；形式上

184 Georgia 1 ['dʒɔ:dʒjə] n.乔治亚州；格鲁吉亚（前苏联加盟共和国）；乔治娅（女子名）

185 Ghana 1 ['gɑ:nə] n.加纳（非洲西部国家）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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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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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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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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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0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91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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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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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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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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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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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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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99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200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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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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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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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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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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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kofi 1 n. 科菲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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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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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210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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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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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loan 1 [ləun] n.贷款；借款 vi.借出 vt.借；借给

214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215 lucky 1 ['lʌki] adj.幸运的；侥幸的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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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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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mental 1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219 million 1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
220 minute 1 [ˈmɪnɪt] n.分，分钟；片刻，一会儿；备忘录，笔记；会议记录 vt.将…记录下来 adj.微小的，详细的[maɪˈnjuːt;US-
ˈnuːt;maɪˋnut]

221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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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Myanmar 1 ['mjænmɑ:] n.缅甸（东南亚国家）

224 nafsa 1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oreign Student Advisers 全国外国学生指导教师协会

225 nam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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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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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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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8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229 nonprofit 1 adj.非盈利的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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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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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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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officers 1 n.军官，人员（officer复数形式）

234 oladipo 1 奥拉迪波

235 ope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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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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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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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Pennsylvania 1 [,pensil'veinjə] n.宾夕法尼亚州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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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Philadelphia 1 [,filə'delfjə; -fiə] n.费城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港市）

242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243 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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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processing 1 n. 进程；步骤；数据处理；整理；配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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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Ravi 1 n.拉维（男子名）；拉维河（印度西北部和巴基斯坦东北部河流）

248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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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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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1 relations 1 [ri'leʃənz] n.关系；交往；事务

252 renewing 1 [rɪ'nju ɪːŋ] adj. 新生的；重建的 动词renew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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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requires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255 researc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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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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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257 Rochester 1 ['rɔtʃistə; -tʃes-] n.罗契斯特市（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城市）；罗契斯特市（美国纽约州港市）；罗契斯特市（英国东
南部一城市）

258 sarah 1 ['sεərə] n.莎拉（女子名）；萨拉（《圣经》中的人物）

259 savannah 1 [sə'vænə] n.大草原，热带草原（等于savanna）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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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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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second 1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263 secured 1 英 [sɪ'kjʊə(r)] 美 [sə'kjʊr] adj. 安全的；牢靠的；稳妥的 vt. 使安全；获得；固定

264 seeking 1 [siː 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
265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266 shand 1 n. 尚德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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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slowed 1 英 [sləʊ] 美 [sloʊ] adj. 慢的 adv. 慢慢地 v. 放慢；减速

269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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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71 speeds 1 [spiː d] n. 速度；迅速 v. 加速；急行

272 spokesperson 1 ['spəuks,pə:s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273 spreitzer 1 施普赖策

274 standing 1 ['stændiŋ] adj.长期的；直立的；固定的 n.站立；持续；身分 v.站立；坚持不变；坐落于（stand的ing形式） n.
(Standing)人名；(英)斯坦丁；(德)施坦丁

275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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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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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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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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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81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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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tension 1 ['tenʃən] n.张力，拉力；紧张，不安；电压 vt.使紧张；使拉紧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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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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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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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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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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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threaten 1 ['θretən] vt.威胁；恐吓；预示 vi.威胁；可能来临

290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91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292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93 uk 1 [ˌju 'ːkeɪ] abbr. 英国(=United Kingdom)

294 unable 1 [ʌn'eibl] adj.不会的，不能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；不能胜任的

295 us 1 pron.我们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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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98 villanova 1 比利亚诺瓦

299 VOA 1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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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 wait 1 [weit] vt.等候；推迟；延缓 vi.等待；耽搁；伺候用餐 n.等待；等候 n.(Wai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特

301 waited 1 [weɪt] v. 等；等待 n. 等待；等候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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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welcoming 1 ['welkəm] vt. 欢迎 adj. 受欢迎的 n. 欢迎 int. 欢迎(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)

304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05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306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07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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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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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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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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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1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312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13 worry 1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314 writing 1 ['raitiŋ] n.书写；作品；著作；[法]笔迹 v.书写（write的ing形式）

315 Yangon 1 ['jɑ:n'gɔn] n.仰光（缅甸最大城市，等于Rangoon）

316 yearly 1 ['jə:li, 'jiə-] adj.每年的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 n.年刊；年鉴

317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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