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1-24 [Education Report] Art Class Offers Escape, Healing for
Students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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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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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ademically 2 [,ækə'demikəli] adv.学术上；学业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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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6 adv 2 ['ædvɜːb] abbr. 副词（=adverb）

7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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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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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1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2 and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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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ger 1 ['æŋgə] n.怒，愤怒；忿怒 vt.使发怒，激怒；恼火 vi.发怒；恼火 n.(Anger)人名；(罗)安杰尔；(法)安热；(德、捷、瑞典)
安格尔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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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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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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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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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rt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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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rtwork 1 ['ɑ:twə:k] n.艺术品；插图；美术品

20 a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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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s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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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sked 2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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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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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baby 1 ['beibi] n.婴儿，婴孩；孩子气的人 vt.纵容，娇纵；把……当婴儿般对待 adj.婴儿的；幼小的 n.(Baby)人名；(法、葡)巴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
26 balance 1 ['bæləns] n.平衡；余额；匀称 vt.使平衡；结算；使相称 vi.保持平衡；相称；抵销 n.(Balance)人名；(西)巴兰塞

27 band 1 n.带，环；[物]波段；(演奏流行音乐的)乐队 vi.用带绑扎；给...镶边 n.n.乐队；队；一群

28 based 2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29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0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1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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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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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ehavioral 1 [bi'heivjərəl] adj.行为的

35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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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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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captures 1 英 ['kæptʃə(r)] 美 ['kæptʃər] vt. 捕获；占领；夺取；吸引；(用照片等)留存 n. 捕获；战利品

39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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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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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haracter 1 ['kærəktə] n.性格，品质；特性；角色；[计]字符 vt.印，刻；使具有特征 n.(Character)人名；(英)克拉克特

43 Chicago 1 [ʃi'kɑ:gəu] n.芝加哥（美国中西部城市）

44 child 1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45 class 2 n.阶级；班级；种类；班；等级 vt.分类；把…分等级；把…归入某等级，把…看作（或分类、归类）；把…编入某一班
级 adj.极好的；很好的，优秀的，出色的 vi.属于…类（或等级），被列为某类（或某级） n.（英、德）克拉斯（人名）

46 classes 6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47 closings 1 n.结束（的）( closing的名词复数 ); 结束（的），结语，论文末尾的结语; （使）关，关闭( close的现在分词 ); 终止

48 comfort 1 ['kʌmfət] n.安慰；舒适；安慰者 vt.安慰；使（痛苦等）缓和

49 comfortable 2 ['kʌmfətəbl] adj.舒适的，舒服的 n.盖被

50 complex 1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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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onnecticut 2 n.美国康涅狄格州（位于美国东北部）

53 connections 1 [kə'nektʃənz] n. 连接点 名词connection的复数形式.

54 control 2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55 coolest 1 ['ku lːɪst] adj. 棒的；最酷的 形容词cool的最高级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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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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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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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d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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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西)
迪尔

62 deals 1 [diː l] n. 协定；交易；大量 v. 应付；分配；处理；交易；经营

63 decompression 2 [,di:kəm'preʃən] n.[特医]解压；降压

64 designing 1 [di'zainiŋ] adj.有计划的；狡猾的 n.设计；阴谋 v.计划；企图（design的现在分词）

65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66 difficult 2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67 difficulties 1 ['dɪfɪkəlti] n. 困难；争议；麻烦

68 discussion 1 [dis'kʌʃən] n.讨论，议论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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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drawing 2 ['drɔ:iŋ] n.图画；牵引；素描术 v.绘画；吸引（draw的ing形式）；拖曳

71 drawings 1 ['drɔː ɪŋz] n. 提取款 名词drawing的复数形式.

72 drawn 1 [drɔ:n] adj.拔出的 v.画，绘图（draw的过去分词）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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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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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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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77 educators 2 ['edʒʊkeɪtəz] 教育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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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Elias 2 [i'laiəs] n.伊莱亚斯（希伯来先知，等于Elijah）

80 emotional 4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
81 emotions 3 英 [ɪ'məʊʃənz] 美 [ɪ'moʊʃənz] n. 情感 名词emotion的复数形式.

82 empathy 2 n.神入；移情作用；执着 n.感同身受；同感；共鸣

83 escape 3 vt.逃避，避开，避免；被忘掉；被忽视 vi.逃脱；避开；溜走；（气体，液体等）漏出；（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
而）逃脱；声音（不自觉地）由…发出 n.逃跑；逃亡；逃走；逃跑工具或方法；野生种；泄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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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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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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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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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experiences 1 英 [ɪk'spɪəriəns] 美 [ɪk'spɪriəns] n. 经验；经历 v. 经历；体验；感受

88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89 experts 2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90 exploring 1 [ɪks'plɔː rɪŋ] n. 探索；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91 expres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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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extra 1 ['ekstrə] adv.特别地，非常；另外 n.临时演员；号外；额外的事物；上等产品 adj.额外的，另外收费的；特大的

93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94 feel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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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feelings 2 ['fiː lɪŋs] n.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.

96 felt 2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97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98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99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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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form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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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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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fun 1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
104 Gary 1 ['gæri] n.盖理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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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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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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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8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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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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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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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112 healing 1 ['hi:liŋ] adj.能治愈的 n.康复 v.治疗（heal的现在分词）

113 health 4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14 hearing 1 ['hiəriŋ] n.听力；审讯，听讯 v.听见（hear的ing形式） n.(Hearing)人名；(英)希尔林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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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116 he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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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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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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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120 him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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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1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22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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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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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26 humanities 2 英 [hju 'ːmænɪtɪz] 美 [hju 'ːmænətɪz] n. 人文学科 名词humanity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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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ideas 1 观念

128 importance 1 [im'pɔ:təns] n.价值；重要；重大；傲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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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imprisonment 1 [im'prizənmənt] n.监禁，关押；坐牢；下狱

131 i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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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2 Indiana 1 [,indi'ænə] n.印第安纳州（美国中部的州）

133 Indianapolis 1 [,indiə'næpəlis] n.印第安纳波利斯（美国印第安纳州首府）

134 influence 1 ['influəns] n.影响；势力；感化；有影响的人或事 vt.影响；改变

135 ink 1 [iŋk] vt.签署；涂墨水于 n.墨水，墨汁；油墨 n.(Ink)人名；(英)英克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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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involve 1 [in'vɔlv] vt.包含；牵涉；使陷于；潜心于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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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9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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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jersey 2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
142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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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kids 3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
145 lab 1 [læb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
146 language 1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147 large 1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148 learning 3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49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150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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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life 4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53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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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literature 1 ['litərətʃə] n.文学；文献；文艺；著作

155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156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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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Longo 1 n. 隆哥

159 longtime 1 ['lɔŋtaim, 'lɔ:ŋ-] adj.长时间的；为时甚久的 adv.长久地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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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ma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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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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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materials 1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165 Maurice 1 [mɔ:'ri:s] n.莫里斯（男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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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mayne 2 n. 梅恩

168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169 mental 3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170 mentally 1 ['mentəli] adv.精神上，智力上；心理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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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72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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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ultiple 2 ['mʌltipl] adj.多重的；多样的；许多的 n.倍数；[电]并联

175 music 8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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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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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79 nice 1 [nais] adj.精密的；美好的；细微的；和蔼的 n.(Nice)人名；(英)尼斯

180 no 1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181 non 2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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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notes 1 英 [nəʊt] 美 [noʊt] n. 笔记；便条；纸币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音调 vt. 注意；记录；注解

184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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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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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88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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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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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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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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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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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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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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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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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inting 2 ['peintiŋ] n.绘画；油画；着色 v.绘画（paint的ing形式）；涂色于 n.(Painting)人名；(英)佩因廷

199 pandemic 4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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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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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permanent 1 adj.永久的，永恒的；不变的 n.烫发（等于permanentwave）

203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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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personalities 1 [ˌpɜːsə'nælɪtɪz] n. 人格；个性；名人 名词personality的复数形式.

205 photography 1 [fə'tɔgrəfi] n.摄影；摄影术

206 physical 1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207 physically 1 ['fizikli] adv.身体上，身体上地

208 pictures 3 ['pɪktʃəz] n.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.

209 pieces 1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210 pl 1 abbr.分界线（PartingLine）；合用线（PartyLine）；有效负载（PayLoad）；信号灯（PilotLamp）；复数（plural，等于pl）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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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poetry 1 ['pəuitri] n.诗；诗意，诗情；诗歌艺术

213 poor 1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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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215 process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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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producing 1 [prə'djuːsɪŋ] n.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17 profit 2 ['prɔfit] n.利润；利益 vi.获利；有益 vt.有益于 n.(Profit)人名；(法)普罗菲

218 project 2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219 protests 1 英 ['prəʊtest] 美 ['proʊtest] n. 抗议；反对 v. 抗议；反对；申明；断言

220 provide 4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221 provider 1 [prəu'vaidə] n.供应者；养家者

222 Putnam 1 帕特南 n.(Putnam)人名；(英)帕特南

223 racism 1 ['reisizəm] n.种族主义，种族歧视；人种偏见

224 rage 2 [reidʒ] n.愤怒；狂暴，肆虐；情绪激动 vi.大怒，发怒；流行，风行 n.(Rage)人名；(丹)拉厄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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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reacting 1 [r'ɪæktɪŋ] 起反应

227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28 reducing 1 英 [rɪ'djuːsɪŋ] 美 [rɪ'duːsɪŋ] n. 减低；还原；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29 relate 1 [ri'leit] vt.叙述；使…有联系 vi.涉及；认同；符合；与…有某种联系

230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231 relationships 2 [rɪ'leɪʃnʃɪps] 关系[式]

232 relatives 1 [relə'tɪvz] n. 亲戚

233 relax 1 [ri'læks] vi.放松，休息；松懈，松弛；变从容；休养 vt.放松；使休息；使松弛；缓和；使松懈

234 remember 3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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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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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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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room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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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0 rutgers 1 n.罗格斯大学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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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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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saw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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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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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school 10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46 schools 2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47 schoolwork 1 ['sku:lwə:k] n.家庭作业；学校作业

248 see 3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249 share 1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
250 shawna 1 n. 肖娜

251 s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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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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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254 sit 1 [sit] vi.坐；位于 vt.使就座 n.(Si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硕；(罗)西特

255 skin 1 [skin] n.皮肤；外皮 vt.剥皮 vi.愈合；长皮

256 slavery 1 n.奴役；奴隶制度；奴隶身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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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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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social 4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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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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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song 1 [sɔŋ, sɔ:ŋ] n.歌曲；歌唱；诗歌；鸣声 n.(Song)人名；(泰)颂；(柬)松；(英)桑；(老)宋；(越)双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松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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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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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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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strong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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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struggling 2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
267 student 3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268 students 17 [st'juːdnts] 学生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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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subjects 3 ['sʌbdʒɪkts] n. 科目 名词subjec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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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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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Sullivan 1 ['sʌlivən] n.沙利文，苏利文（人名）

274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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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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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tattoo 1 n.文身 vt.刺花纹于 vi.刺花样

278 tattoos 1 英 [tə'tu ]ː 美 [tæ'tu ]ː v. (在皮肤上)刺图案 n. 文身

279 teach 2 [ti:tʃ] vt.教；教授；教导 vi.教授；讲授；当老师 n.(Teach)人名；(英)蒂奇

280 teacher 3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281 teachers 2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282 teaches 1 ['tiː tʃɪz] v. 教；教导；教授；教训（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83 teaching 1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284 tensions 1 ['tenʃn] n. 紧张；拉力；张力；紧张状态；[电]电压 vt. 使拉紧；使绷紧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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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t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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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the 2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88 their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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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290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91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292 thi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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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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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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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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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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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7 told 3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98 tremendous 2 adj.极大的，巨大的；惊人的；极好的

299 troubling 1 adj.令人不安的;令人烦恼的

300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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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1 unable 1 [ʌn'eibl] adj.不会的，不能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；不能胜任的

302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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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unpleasant 1 [,ʌn'plezənt] adj.讨厌的；使人不愉快的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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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utmost 3 ['ʌtməust] n.极限；最大可能 adj.极度的；最远的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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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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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voice 1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310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11 wasn 1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
312 way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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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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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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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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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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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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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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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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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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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22 with 10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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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4 wor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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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5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326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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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wrote 2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29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30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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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younger 1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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