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1-17 [Education Report] Report_ International Students
Returning to U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7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students 31 [st'juːdnts] 学生

3 to 3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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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in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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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of 2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6 international 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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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nd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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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or 1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9 year 15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0 tha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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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r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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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h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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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percen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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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5 said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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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by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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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school 8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18 classes 7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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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report 7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21 abo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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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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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las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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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new 6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5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6 stat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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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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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university 6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9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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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 before 5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31 continue 5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32 department 5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33 iie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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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mo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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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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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pandemic 5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37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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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based 4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39 compared 4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40 degree 4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
41 during 4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42 educational 4 [,edju:'keiʃənəl] adj.教育的；有教育意义的

43 fewer 4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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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student 4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46 study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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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those 4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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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50 w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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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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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53 already 3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54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55 china 3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56 coronavirus 3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57 exchang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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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ho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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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increa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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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mo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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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normal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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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numb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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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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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NYU 3 abbr. 纽约大学(=New York University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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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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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secretary 3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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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stud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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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tak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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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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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73 administration 2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74 America 2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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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77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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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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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9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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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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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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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Chinese 2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83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84 college 2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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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6 community 2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87 computer 2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88 crisis 2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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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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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dro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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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engagement 2 n.婚约；约会；交战；诺言 n.参与度（指用户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、下载文档、观看视频、咨询等交互行为）

93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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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giv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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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graduate 2 ['grædʒuət, -eit, 'grædjueit, -dʒu-] vt.授予…学位；分等级；标上刻度 vi.毕业；渐变 n.研究生；毕业生 adj.毕业的；研究生的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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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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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Illinois 2 [,ili'nɔi(z)] n.伊利诺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100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01 India 2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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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04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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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06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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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pent 2 [pent] adj.被关闭的；郁积的 n.单斜顶棚 v.把…关于围栏；把…关起来；囚禁（pen的过去分词）

108 popular 2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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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recover 2 [ri'kʌvə] vt.恢复；弥补；重新获得 vi.恢复；胜诉；重新得球 n.还原至预备姿势 n.(Recover)人名；(西)雷科韦尔

111 released 2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112 researchers 2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113 resilience 2 [ri'ziliəns, -jəns] n.恢复力；弹力；顺应力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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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scholars 2 [s'kɒləz] n. 学者；专家；士人；学生 名词scholar的复数形式.

116 showed 2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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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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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studied 2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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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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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took 2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123 travel 2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124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25 undergraduate 2 [,ʌndə'grædjuət] n.大学生；大学肄业生 adj.大学生的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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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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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us 2 pron.我们

128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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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video 2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130 Vietnam 2 n.越南（东南亚国家）

131 yet 2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132 York 2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133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134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135 access 1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
136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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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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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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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admissions 1 [əd'mɪʃnz] 招生

142 affairs 1 英 [ə'feə(r)] 美 [ə'fer] n. 私通；事件；事务；事情

143 andy 1 ['ændi] n.安迪（男子名，等于Andrew）

144 Antony 1 ['æntəni] n.安东尼（男子名）

145 assistant 1 [ə'sistənt] n.助手，助理，助教 adj.辅助的，助理的；有帮助的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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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Australia 1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148 ba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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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Banks 1 [bæŋks] n.班克斯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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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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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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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154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155 blinken 1 n. 布林肯

156 borst 1 n. 博斯特

157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158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159 bureau 1 ['bjuərəu] n.局，处；衣柜；办公桌 n.(Bureau)人名；(法)比罗

160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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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63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164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165 cardona 1 n. 卡多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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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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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Chi 1 [kai] n.希腊文第二十二个字母 n.(Chi)人名；(德)希；(柬)齐；(日)智(名)

169 colleges 1 ['kɒlɪdʒɪz] 高校

170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171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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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competing 1 [kəm'piː tɪŋ] adj. 竞争的；抵触的；相互矛盾的 动词compete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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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credit 1 ['kredit] n.信用，信誉；[金融]贷款；学分；信任；声望 vt.相信，信任；把…归给，归功于；赞颂

175 cultural 1 ['kʌltʃərəl] adj.文化的；教养的

176 cut 1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177 degrees 1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
178 demand 1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
179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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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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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doors 1 [dɔ:z] n.大门；入口；通道（door的复数）

183 dropping 1 ['drɔpiŋ] n.落下；空投；滴下物 v.落下；退出（drop的ing形式）；滴入；随口漏出

184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185 earned 1 ['ɜːnd] adj. 挣得的；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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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188 engineering 1 [,endʒi'niəriŋ] n.工程，工程学 v.设计；管理（engineer的ing形式）；建造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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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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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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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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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expand 1 [ik'spænd] vt.扩张；使膨胀；详述 vi.发展；张开，展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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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expects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196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97 facebook 1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198 Fields 1 n.域，字段；场设置（field复数形式） v.使上场（field的单三形式） n.(Fields)人名；(德、英、葡)菲尔茨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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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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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finds 1 [faɪnd] v. 发现；找到；认为；觉得；感到；裁决；判定 n. 发现

202 flight 1 [flait] n.飞行；班机；逃走 vt.射击；使惊飞 vi.迁徙 n.(Flight)人名；(英)弗莱特

203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204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205 Francisco 1 [fræn'siskəu] n.弗朗西斯科（男子名，等于Francis）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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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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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210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211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212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213 hel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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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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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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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217 him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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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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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ho 1 [həu] int.呵；引人注意；表示惊讶 n.(Ho)人名；(柬)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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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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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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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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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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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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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infections 1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228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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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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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233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4 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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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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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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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239 jump 1 [dʒʌmp] n.跳跃；暴涨；惊跳 vt.跳跃；使跳跃；跳过；突升 vi.跳跃；暴涨；猛增 n.(Jump)人名；(英)江普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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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kep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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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2 knows 1 英 [nəʊ] 美 [noʊ] v. 了解；知道；认识 n. 知情

243 Le 1 abbr.务实贸易（LaborExchange）；低爆速炸药（LowExplosive）；职业介绍所（LabourExchange） n.(Le)人名；(柬)莱；
(缅)礼；(老)勒；(俄)列

244 legislative 1 ['ledʒislətiv] adj.立法的；有立法权的 n.立法权；立法机构

245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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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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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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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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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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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math 1 [mæθ] n.数学（等于mathematics） n.(Math)人名；(德)马特；(柬)马；(英)马思

253 Matthew 1 ['mæθju:] n.马太福音（新约第一卷）；马太（耶稣12门徒之一）；马修（姓氏，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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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messages 1 ['mesɪdʒɪz] n.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.

256 Miguel 1 [mi'gel] n.米格尔（男子名）

257 Minh 1 n.(Minh)人名；(老、柬)明

258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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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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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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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262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263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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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opportunities 1 [ˌɒpə'tjuːnɪtɪs] npl. opportunity的复数形式，机会，时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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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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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269 partnership 1 ['pɑ:tnəʃip] n.合伙；[经管]合伙企业；合作关系；合伙契约

270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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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273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74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275 populations 1 [pɒpjʊ'leɪʃnz] 居群

276 presentation 1 n.展示；描述，陈述；介绍；赠送

277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78 processing 1 n. 进程；步骤；数据处理；整理；配制

279 professors 1 [prə'fesəz] 大学教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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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ublished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282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83 rachel 1 ['reitʃəl] n.雷切尔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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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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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6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87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88 recorded 1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
289 recording 1 [ri'kɔ:diŋ] n.录音；唱片 adj.记录的；记录用的 v.录音；记录；录像（record的ing形式）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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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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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92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293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294 returning 1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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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San 1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
297 scholarship 1 ['skɔləʃip] n.奖学金；学识，学问

298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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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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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sends 1 [sendz] n. 随浪上浮 名词send的复数形式.

302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303 shanghai 1 ['ʃæŋhai; 'ʃæŋ'hai] n.上海（中国东部港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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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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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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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06 slowdown 1 ['sləudaun] n.减速；怠工；降低速度

307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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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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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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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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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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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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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strength 1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
315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316 subjects 1 ['sʌbdʒɪkts] n. 科目 名词subject的复数形式.

317 suffered 1 ['sʌfəd] v. 遭受，允许，宽恕（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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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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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supportive 1 [sə'pɔ:tiv] adj.支持的；支援的；赞助的

321 supports 1 [sə'pɔː ts] n. 支持

322 supposed 1 [sə'pəuzd] adj.假定的；被信以为真的；想象上的 v.假定（suppose的过去分词）

323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324 telling 1 ['teliŋ] adj.有效的；生动的；显著的 n.命令；叙述；吐露真情 v.告诉；讲述（tell的ing形式）；命令 n.(Telling)人名；(英)
特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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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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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329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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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undergraduates 1 [ʌndəɡ'rædʒuəts] 大学生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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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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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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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36 vaccinated 1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337 vaccinations 1 接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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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vinh 1 n. 荣市(在越南；东经 105º41' 北纬 18º42')

340 visa 1 ['vi:zə] n.签证 vt.签发签证 n.(Visa)人名；(塞、芬)维萨

341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342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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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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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welcome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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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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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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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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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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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9 worried 1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
350 worrying 1 ['wʌriiŋ, -'wə:-] adj.令人担心的；烦恼的 v.担心（worry的ing形式）

351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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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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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youn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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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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