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1-19 [Education Report] South Korean Test Takers Gather as
Infection Rates Grow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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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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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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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gency 2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7 ahn 1 ['ɑːn] (=acute hepatic necrosis) 急性肝坏死,(=assistant head nurse) 助理护士长

8 aim 1 vt.目的在于；引导；把…对准 vi.打算；对准目标；瞄准 n.目的；目标；对准

9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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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2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3 and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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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nual 1 ['ænjuəl] adj.年度的；每年的 n.年刊，年鉴；一年生植物

15 another 1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16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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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19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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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22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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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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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ttends 1 [ə'tend] v. 出席；参加；照料；注意；专心于

26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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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eat 1 [bi:t] vt.打；打败 vi.打；打败；拍打；有节奏地舒张与收缩 n.拍子；敲击；有规律的一连串敲打 adj.筋疲力尽的；疲惫不
堪的 n.(Beat)人名；(德)贝亚特

29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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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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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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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35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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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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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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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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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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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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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）食品罐头

41 cases 3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42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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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heering 1 ['tʃiəriŋ] n.欢呼；喝彩 adj.令人高兴的 v.欢呼（cheer的ing形式）

45 child 2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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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lassrooms 3 [k'læsruːmz] 教室

48 college 3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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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omfortable 1 ['kʌmfətəbl] adj.舒适的，舒服的 n.盖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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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ommercial 1 [kə'mə:ʃəl] adj.商业的；营利的；靠广告收入的 n.商业广告

53 competitive 1 [kəm'petitiv] adj.竞争的；比赛的；求胜心切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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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56 concerns 2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57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58 continues 2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59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60 coronavirus 4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61 correct 1 [kə'rekt] vt.改正；告诫 vi.调整；纠正错误 adj.正确的；恰当的；端正的

62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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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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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daily 1 ['deili] adj.日常的；每日的 n.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日常地；每日；天天 n.(Daily)人名；(英)戴利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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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deaths 2 ['deθs] 死亡人口

68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69 delays 1 [dɪ'leɪ] v. 耽搁；推迟；延误 n. 耽搁；延期；推迟

70 delta 1 ['deltə] n.（河流的）三角洲；德耳塔（希腊字母的第四个字） n.(Delta)人名；(英、罗、葡)德尔塔

71 depend 1 [di'pend] vi.依赖，依靠；取决于；相信，信赖

72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73 died 2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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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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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77 distancing 1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
78 distraction 1 [dis'trækʃən] n.注意力分散；消遣；心烦意乱

79 distractions 1 n. 分心的事物；娱乐；消遣 distraction 的复数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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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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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down 2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83 drums 1 [d'rʌmz] n. 鼓 名词drum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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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due 2 [dju:, du:] adj.到期的；预期的；应付的；应得的 n.应付款；应得之物 adv.正（置于方位词前） n.(Due)人名；(英)迪尤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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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ease 1 [i:z] vt.减轻，缓和；使安心 n.轻松，舒适；安逸，悠闲 vi.减轻，缓和；放松；灵活地移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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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eating 1 ['i:tiŋ] adj.侵蚀的；可生食的；进餐用的 n.吃；食物 v.吃（eat的ing形式）

89 economy 2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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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education 5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92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93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94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95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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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entering 1 ['entəriŋ] v.进入（enter的ing形式）；录入；键入

98 entrance 2 ['entrəns] n.入口；进入 vt.使出神，使入迷

99 eu 1 abbr.欧盟（EuropeanUnion）；能量单位（EnergyUnit）；熵的单位（EntropyUnit）；等效单位（EquivalentUnit） n.(Eu)人
名；(中)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尤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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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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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exam 6 [ig'zæm] n.考试；测验

104 examination 1 [ig,zæmi'neiʃən] n.考试；检查；查问

105 examinations 1 检查

106 exams 2 [ɪɡ'zæmz] examinations 考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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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express 1 [ik'spres] vt.表达；快递 adj.明确的；迅速的；专门的 n.快车，快递，专使；捷运公司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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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face 3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111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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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；
触摸

113 fin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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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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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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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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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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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120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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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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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gatherings 1 ['ɡæðərɪŋz] n. 聚集，集会（名词gathering的复数形式）

125 gene 1 [dʒi:n] n.[遗]基因，遗传因子

126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27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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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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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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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0 goo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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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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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graduates 1 ['ɡrædʒuət] n. 毕业生 vt. 毕业；标以刻度；定等级 vi. 毕业；获学位；逐渐变得 adj. 毕业的；获得学位的

133 grounded 1 adj.理性的；理智的；接触地面的 v.停（ground的过去式）；触地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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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136 ha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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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7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138 hand 1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
139 happily 1 ['hæpili] adv.快乐地；幸福地；幸运地；恰当地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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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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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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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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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heart 1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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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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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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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8 hi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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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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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hop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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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hospitalization 1 [,hɔspitəlai'zeiʃən, -li'zei-] n.住院治疗；医院收容；住院保险（等于hospitalizationinsurance）

152 hospitals 1 ['hɒspɪtlz] 医院

153 hour 2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
154 hours 2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155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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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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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improving 1 [ɪm'pruːvɪŋ] n. 改良；改进 动词impr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59 in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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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0 indoor 1 ['indɔ:] adj.室内的，户内的

161 infection 1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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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infectious 1 [in'fekʃəs] adj.传染的；传染性的；易传染的

164 Institutes 1 英 ['ɪnstɪtju tː] 美 ['ɪnstɪtu tː] n. 学院；学会；协会 vt. 开始；制定；创立

165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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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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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jeong 1 n. 丁

169 Jill 2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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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jobs 2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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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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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kee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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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Kim 2 [kim] n.金姆（人名）

175 Korea 4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176 Korean 2 [kə'riən] adj.韩国人的；韩国语的；朝鲜人的；朝鲜语的 n.韩国人；韩国语；朝鲜人；朝鲜语

177 koreans 1 朝鲜人

178 Kwang 1 光

179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180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81 la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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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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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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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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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lee 1 [li:] n.保护；背风处 adj.保护的；庇荫的；避风的 n.(Lee)人名；(朝)李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利；(中)李(广东话·威
妥玛)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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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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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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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192 loosen 1 ['lu:sən] vt.放松；松开 vi.放松；松开 n.(Loosen)人名；(德)洛森

193 louder 1 ['laʊdər] adj. 更大声的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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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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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marked 1 [mɑ:kt] adj.显著的；有记号的 v.表示（mark的过去分词）；作记号；打分数

198 markets 1 英 ['mɑːkɪt] 美 ['mɑ rːkɪt] n. 市场；集市 v. 销售；推销；买卖

199 marriage 1 ['mæridʒ] n.结婚；婚姻生活；密切结合，合并 n.(Marriage)人名；(英)马里奇

200 mask 1 [mɑ:sk, mæsk] n.面具；口罩；掩饰 vi.掩饰；戴面具；化装 vt.掩饰；戴面具；使模糊

201 masks 1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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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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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04 meant 2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205 measures 2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206 military 1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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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min 1 分钟(minute)

209 ministry 3 ['ministri] n.（政府的）部门

210 missed 1 [mɪs] n. [M-]小姐 vt. 想念 vt. 错过；漏掉

211 missing 1 ['misiŋ] adj.失踪的；缺少的 v.错过（miss的ing形式）；想念；漏掉 n.(Missing)人名；(德)米辛

212 mixture 1 ['mikstʃə] n.混合；混合物；混合剂

213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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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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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
216 mother 3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
217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218 mu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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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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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nationwide 1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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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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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none 1 [nʌn] pron.没有人；一个也没有；没有任何东西 adj.没有的，一点没有的 adv.决不，一点也不 n.(None)人名；(葡、罗)诺
内；(日)野根(姓)

225 nor 1 [nɔ:, 弱 nə] conj.也不；也不是 adv.也不；也没有 n.(Nor)人名；(中)挪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马来、俄)诺尔；(柬)诺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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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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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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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of 1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31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232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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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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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Older 2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236 O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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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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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39 opened 1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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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others 3 pron.其他人

242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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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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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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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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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part 2 n.部分；角色；零件；一些；片段 vt.分离；分配；分开 vi.断裂；分手 adv.部分地 adj.部分的 n.(Part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帕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249 partition 1 [pɑ:'tiʃən] n.划分，分开；[数]分割；隔墙；隔离物 vt.[数]分割；分隔；区分

250 partitions 1 [paː 'tɪʃənz] n. 划分；分类；间隔 名词partition的复数形式.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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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patients 1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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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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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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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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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plac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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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8 planned 2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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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260 possibilities 1 英 [ˌpɒsə'bɪləti] 美 [ˌpɑːsə'bɪləti] n. 可能；可能性；可能的事情；潜在的价值

261 praying 1 [preɪ] v. 祈祷；请求；恳求；祈求

262 prep 1 [prep] n.预备；预习；准备功课 vi.上预备学校；作好准备 vt.使准备好；使（病人）准备接受手术 abbr.准备
（preparation）；预备的（preparatory）；前置词（preposition） n.(Prep)人名；(俄)普列普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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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265 prevention 1 [pri'venʃən, pri:-] n.预防；阻止；妨碍

266 privat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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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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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proper 2 ['prɔpə] adj.适当的；本身的；特有的；正派的 adv.完全地 n.(Proper)人名；(英、德)普罗珀

269 properly 1 ['prɔpəli] adv.适当地；正确地；恰当地

270 purpose 1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
271 rates 2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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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74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275 rejected 1 ['riː dʒekt] vt. 拒绝；排斥；驳回；丢弃 n. 不合格产品；被拒之人

276 reported 4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277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278 resistance 1 [ri'zistəns] n.阻力；电阻；抵抗；反抗；抵抗力

279 restaurants 1 餐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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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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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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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85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286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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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Robbins 2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
289 rooms 1 [ruːm] n. 房间；空间；机会 v. 寄宿；给…提供留宿

290 rule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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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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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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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sat 1 [sæt] v.坐（sit的过去式，过去分词） n.(Sat)人名；(中)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萨；(印)萨特

294 saw 2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295 scholastic 1 [skə'læstik] adj.学校的；学者的；学术的（等于scholastical） n.学者；学生；墨守成规者；经院哲学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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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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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scores 1 英 [skɔː (r)] 美 [skɔː ] vt. 得分；获胜；刻划；划线；批评；给 ... 谱曲 n. 得分；刻痕；二十；乐谱 vi. 得分；记分；得胜

299 screen 1 [skri:n] n.屏，幕；屏风 vt.筛；拍摄；放映；掩蔽 vi.拍电影 n.(Screen)人名；(英)斯克林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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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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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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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seemed 1 [siː m] vi. 似乎；好像

303 seo 2 abbr. 搜索引擎最佳化(=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) abbr. 高级行政长官(=Senior Executive Officer) abbr. 系统评估办公室
(=Systems Evaluation Office)

304 Seoul 2 [səul; 'sjə:ul] n.汉城，首尔（韩国首都）

305 separate 2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
306 separated 1 ['sepəreitid] adj.分开的；分居；不在一起生活的 v.分开；隔开（sepa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07 separates 1 ['sepərət] adj. 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单独的；各自的 v. 分开；隔开；区分；分居；脱离 n. 分开；抽印本

308 serious 2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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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10 signed 1 [saind] adj.有符号的；已签字的；有正负之分的 v.署名；写下；预示；示意（sign的过去分词）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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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sitting 1 ['sitiŋ] n.入席，就坐；开庭；孵卵；坐着的一段时间 adj.坐着的；孵卵中的；在任期中的 v.坐；坐落（sit的ing形式） n.
(Sitting)人名；(英)西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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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s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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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social 3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316 society 2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317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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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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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son 1 [sʌn] n.儿子；孩子（对年轻人的称呼）；男性后裔 n.(Son)人名；(土、老、柬)松；(法、罗)索恩；(日)存(名)；(日)孙
(姓)；(越)山

320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321 south 5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322 spread 2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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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325 starting 2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326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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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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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straight 1 adj.直的；连续的；笔直的；正直的；整齐的；异性恋的 adv.直接地；不断地；立即；坦率地 n.直；直线；直男，直
女，异性恋者 n.(Straight)人名；(英)斯特雷特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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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2 student 1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333 students 5 [st'juːdnts] 学生

334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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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337 sun 1 [sʌn] n.太阳 vt.使晒 vi.晒太阳 n.(Sun)人名；(中)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孙；(缅)素；(土)松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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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sweets 1 [swiː ts] n. 糖果 名词sweet的复数形式.

340 tak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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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342 taker 1 ['teikə] n.接受者；接受打赌的人；捕获者 n.(Taker)人名；(英)塔克

343 takers 4 n. 接受者；购买者（taker的复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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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4 temperatures 2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345 test 12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346 testing 2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
347 tha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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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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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the 5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51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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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353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54 think 3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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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357 Thursday 4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358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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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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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60 tong 1 [tɔŋ, tɔ:ŋ] n.帮会，堂；钳子 vi.用钳子钳起 vt.用钳子钳起 n.(Tong)人名；(英)唐；(柬)东；(中)董(普通话·威妥玛)

361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62 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
363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(英)特沃德

364 traditional 1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365 traditions 1 [trə'dɪʃnz] 传统

366 traffic 2 ['træfik] n.交通；运输；贸易；[通信]通信量 vt.用…作交换；在…通行 vi.交易，买卖

367 tweeted 1 [twiː t] n. 小鸟的啁啾声；(社交网站Twitter上的)微博 v. 小鸟鸣叫；在Twitter上发微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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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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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us 1 pron.我们
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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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73 usual 2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374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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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vaccination 1 [,væksi'neiʃən] n.接种疫苗；种痘

377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
378 variant 1 ['vεəriənt] adj.不同的；多样的 n.变体；转化

379 version 1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380 virus 5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381 wall 1 [wɔ:l] n.墙壁，围墙；似墙之物 vt.用墙围住，围以墙 adj.墙壁的 n.(Wall)人名；(英)沃尔；(德、芬、捷、瑞典)瓦尔

382 wa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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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84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385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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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387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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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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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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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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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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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393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3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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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who 6 pron.谁；什么人

396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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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wishes 1 [wɪʃ] v. 希望；想要 n. 愿望；命令；渴望；祝颂（表达这个意思时，常用复数）

398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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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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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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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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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year 7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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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yeni 1 ['jenɪ] 叶尼裸鼻雀

406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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