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2-08 [Education Report] Breaking the Language Barrier for
Immigrant Parent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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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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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tively 1 ['æktɪvli] adv. 积极地；活跃地；勤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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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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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ministrator 1 [əd'ministreitə] n.管理人；行政官

8 administrators 1 [əd'mɪnɪstreɪtəz] n. 管理员 名词administrator的复数形式.

9 Afghan 1 ['æfgæn] n.阿富汗语；阿富汗人 adj.阿富汗人的；阿富汗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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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lmost 2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2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3 American 3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4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5 and 1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6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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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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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19 ap 3 abbr.美国联合通讯社（AssociatedPress）；空气污染（AirPollution）；大气规划（AirProgram）；汇编程序
（AssemblyProgram） n.(Ap)人名；(中)鸭(广东话·威妥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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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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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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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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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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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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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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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Austin 1 ['ɔ:stin] n.奥斯丁（人名）；英国制汽车牌名

28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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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ackgrounds 1 ['bækɡraʊndz] 时代背景

31 barrier 1 ['bæriə] n.障碍物，屏障；界线 vt.把…关入栅栏 n.(Barrier)人名；(法)巴里耶

32 barriers 2 ['bæriəz] 障碍

33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4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5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36 believe 2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37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
38 breaking 1 ['breikiŋ] n.破坏；阻断 v.破坏（break的ing形式）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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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ullied 1 ['bʊli] n. 欺凌弱小者；开球 vt. 恐吓；威胁；欺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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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ully 1 ['buli] n.欺凌弱小者；土霸 adj.第一流的；特好的 vt.欺负；威吓 vi.欺侮人 adv.很；十分 int.好；妙 n.(Bully)人名；(法)布利

42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43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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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45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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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arefully 1 ['kɛəfəli] adv.小心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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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ensus 1 ['sensəs] vt.实施统计调查 n.人口普查，人口调查

49 charge 1 [tʃɑ:dʒ] n.费用；电荷；掌管；控告；命令；负载 vt.使充电；使承担；指责；装载；对…索费；向…冲去 vi.充电；控
告；索价；向前冲；记在账上 n.(Charge)人名；(法)沙尔热；(英)查奇

50 child 4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51 children 2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52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53 civil 1 ['sivəl] adj.公民的；民间的；文职的；有礼貌的；根据民法的 n.(Civil)人名；(土)吉维尔；(法)西维尔

54 clas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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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5 communicate 2 vi.通讯，传达；相通；交流；感染 vt.传达；感染；显露

56 community 3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57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58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59 conversation 1 n.交谈，会话；社交；交往，交际；会谈；（人与计算机的）人机对话

60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61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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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ulture 1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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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66 daughter 2 ['dɔ:tə] n.女儿；[遗][农学]子代 adj.女儿的；子代的

67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68 deliberate 1 [di'libərət] adj.故意的；深思熟虑的；从容的 vt.仔细考虑；商议

69 deliberately 1 [di'libərətli] adv.故意地；谨慎地；慎重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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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desired 1 [di'zaiəd] adj.渴望的；想得到的 v.渴望，要求（desir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72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73 differences 1 ['dɪfərəns] n.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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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discuss 1 [dis'kʌs] vt.讨论；论述，辩论

76 discussion 2 [dis'kʌʃən] n.讨论，议论

77 district 4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78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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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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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door 1 [dɔ:] n.门；家，户；门口；通道 n.(Door)人名；(英)多尔

82 Dreams 1 [driː mθ] n. 梦想 名词dream的复数形式.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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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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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85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86 eat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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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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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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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educational 1 [,edju:'keiʃənəl] adj.教育的；有教育意义的

90 elementary 1 [,eli'mentəri] adj.基本的；初级的；[化学]元素的

91 English 10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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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equal 1 ['i:kwəl] adj.平等的；相等的；胜任的 vt.等于；比得上 n.对手；匹敌；同辈；相等的事物

93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
94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95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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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excellence 1 ['eksələns] n.优秀；美德；长处

98 exclude 1 [iks'klu:d] vt.排除；排斥；拒绝接纳；逐出

99 excluded 1 [ɪk'skluːd] vt. 排除；阻止；拒绝接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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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families 7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02 famil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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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feel 3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104 feels 1 [fiː l] v. 感觉；觉得；触摸；摸起来；认为；摸索 n. 感觉；触觉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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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food 3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07 foods 1 [fuːdz] n. 食品 名词food的复数形式.

108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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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forty 1 ['fɔ:ti] n.四十 adj.四十的；四十个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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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friend 1 [frend] n.朋友；助手；赞助者 n.(Friend)人名；(英)弗兰德

113 frighten 1 ['fraitən] vt.使惊吓；吓唬… vi.害怕，惊恐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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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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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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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goo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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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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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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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ha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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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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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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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hel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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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he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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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6 hire 1 [haiə] n.雇用，租用；租金，工钱 vt.雇用；出租 vi.雇用，租用；受雇

127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128 ho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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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households 1 ['haʊshəʊldz] 农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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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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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huger 1 [hjuːdʒ] adj. 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极大的

132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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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immigrant 3 ['imigrənt] adj.移民的；迁入的 n.移民，侨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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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in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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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7 increased 2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38 increases 1 [ɪn'kriː s] v. 增加；提高 n. 增加；增强；提高

139 independent 1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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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investigation 1 [in,vesti'geiʃən] n.调查；调查研究

142 involv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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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3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4 i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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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janet 1 ['dʒænit] abbr.联合科研网（jointacademicnetwork）

146 Jill 1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147 Johnson 4 ['dʒɔnsən] n.约翰逊（姓氏）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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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kee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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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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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1 know 5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52 language 8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153 languages 1 ['læŋɡwɪdʒɪz] n. 语言 名词language的复数形式.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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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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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learners 4 ['lɜːnəz] 学习者

157 Leonor 1 n. 利奥诺

158 lik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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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st 1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160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161 ma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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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mandarin 1 n.（中国）普通话；国语；官话；满清官吏；柑橘 adj.紧身马褂的

163 mandy 2 ['mændi] n.曼蒂（女子名）；镇静片（等于Mandrax）

164 marginalize 1 ['mɑ:dʒinəlaiz] vt.排斥；忽视；使处于社会边缘；使脱离社会发展进程

165 margins 1 ['mɑːdʒɪnz] n. 边际；[医]缘 名词margin的复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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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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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68 meeting 2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169 meetings 1 ['miː tɪŋz] n. 会议 名词meeting的复数形式.

170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171 menu 1 ['menju:, mə'nju:] n.菜单 饭菜

172 menus 1 ['menjuːz] n. 菜单 名词menu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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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message 1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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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mill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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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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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178 need 5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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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0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181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82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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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not 1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85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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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of 1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88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189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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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official 3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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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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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olivia 1 [əu'liviə] n.奥利维亚（女子名）

195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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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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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online 2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198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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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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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ordered 1 ['ɔ:dəd] adj.[数]有序的；整齐的；安排好的 v.命令；点餐（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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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other 6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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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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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parent 5 ['pεərənt] n.父亲（或母亲）；父母亲；根源 n.(Parent)人名；(法)帕朗；(英、西)帕伦特

206 parents 12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207 par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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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09 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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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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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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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Philadelphia 4 [,filə'delfjə; -fiə] n.费城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港市）

213 phone 1 [fəun] n.电话；耳机，听筒 vt.打电话 vi.打电话 n.(Phone)人名；(老、缅)蓬

214 ponce 3 ['pɔns] n.男妓；靠妓女为生的人，为妓女拉客的人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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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poorly 1 ['puəli, 'pɔ:-] adv.贫穷地；贫乏地；不充分地 adj.身体不舒服的；心情恶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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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population 2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218 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219 powerless 1 ['pauəlis] adj.无力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，无权的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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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222 principal 2 ['prinsəpəl] adj.主要的；资本的 n.首长；校长；资本；当事人

223 problems 2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224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225 provide 2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226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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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pushed 1 [puʃt] adj.处于窘境的；为难的；推挤现象的 v.推；挤；逼迫（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29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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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32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33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34 refused 1 [rɪ'fjuːz] v. 拒绝 n. 垃圾；废物

235 regardless 1 adj.不管的；不顾的；不注意的 adv.不顾后果地；不管怎样，无论如何；不惜费用地

236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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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responds 1 英 [rɪ'spɒnd] 美 [rɪ'spɑːnd] v. 回答；响应；反应；反应灵敏；反响 n. [建]壁联；[宗]应唱圣歌

239 restaurant 1 ['restərɔŋ, -rɔnt, -rənt] n.餐馆；[经]饭店

240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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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rights 2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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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Robbins 1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
245 said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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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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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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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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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schooling 1 ['sku:liŋ] n.学校教育；学费 v.教育（school的ing形式）；培养 n.(Schooling)人名；(英)斯库林

251 schools 9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52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253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
254 services 2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255 shand 1 n. 尚德

256 shared 2 英 [ʃeəd] 美 [ʃerd] adj. 共享的；共用的 v. 分享，共享；分配；共有（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57 s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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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8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259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260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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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simple 1 ['simpl] adj.简单的；单纯的；天真的 n.笨蛋；愚蠢的行为；出身低微者 n.(Simple)人名；(法)桑普勒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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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society 1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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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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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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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68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269 space 2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270 Spanish 1 ['spæniʃ] adj.西班牙的；西班牙人的；西班牙语的 n.西班牙语；西班牙人

271 speak 5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
272 spea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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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3 speaks 1 [spiː k] v. 讲；说话；演说；发言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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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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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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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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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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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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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students 7 [st'juːdnts] 学生

281 suppor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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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83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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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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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taste 1 [teist] n.味道；品味；审美 vt.尝；体验 vi.尝起来；有…的味道 n.(Taste)人名；(法)塔斯特

287 teachers 3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288 telephone 1 ['telifəun] n.（美）电话；电话机；电话耳机 vi.打电话 vt.打电话给…

289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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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that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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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the 4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93 their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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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they 1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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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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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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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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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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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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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to 3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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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02 told 3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03 translate 7 vt.翻译；转化；解释；转变为；调动 vi.翻译

304 translated 2 [træns'leɪt] v. 翻译；解释；转移；调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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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5 translation 4 [træns'leiʃən, trænz-, trɑ:n-] n.翻译；译文；转化；调任

306 translator 2 n.译者；翻译器

307 tried 1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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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9 unfamiliar 1 [,ʌnfə'miljə] adj.不熟悉的；不常见的；没有经验的

310 unimportant 1 英 [ˌʌnɪm'pɔː tnt] 美 [ˌʌnɪm'pɔː rtnt] adj. 不重要的

311 untrained 1 [ˌʌn'treɪnd] adj. 未受过训练的

312 us 3 pron.我们

313 u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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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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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Vargas 4 瓦尔加斯，瓦格斯（人名） 巴尔加斯（地名，在阿根廷、巴拿马、玻利维亚、古巴、洪都拉斯）

317 ve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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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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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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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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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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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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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w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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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whatever 1 [hwɔt'evə, 'hwət-] adj.不管什么样的 pron.无论什么；诸如此类 conj.无论什么

327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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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where 4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329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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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with 8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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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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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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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36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37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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