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2-19 [Education Report] US Colleges Close Early for Winter
Break as Virus Cases Ris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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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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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ademic 1 [,ækə'demik] adj.学术的；理论的；学院的 n.大学生，大学教师；学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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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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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gainst 3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0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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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llowed 1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
13 already 2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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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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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7 and 1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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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20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1 annoyance 1 [ə'nɔiəns] n.烦恼；可厌之事；打扰

22 ar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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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rticles 1 英 ['ɑ tːɪkl] 美 ['ɑ rːtɪkl] n. 文章；物品；条款；[语]冠词 vt. 订契约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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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sked 2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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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at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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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29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30 back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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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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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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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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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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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ooster 6 ['bu:stə] n.升压机；支持者；扩爆器

37 boosters 3 n. 支持者（booster的复数形式）；拉拉队

38 Boston 1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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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reak 1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晓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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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41 Brien 2 n. 布赖恩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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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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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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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46 campus 1 ['kæmpəs] n.（大学）校园；大学，大学生活；校园内的草地 n.(Campus)人名；(英)坎帕斯；(意、罗)坎普斯；(法)康皮
斯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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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anceling 1 ['kænsəlɪŋ] n. 消灭

49 cases 4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50 causing 2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51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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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hanged 2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4 classes 3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55 classmates 3 [k'lɑːsmeɪts] 同班同学

56 classrooms 2 [k'læsruːmz] 教室

57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58 closing 1 ['kləuziŋ] adj.收盘的；结束的；结尾的 n.结尾辞 v.关闭（close的ing形式）

59 college 3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60 colleges 4 ['kɒlɪdʒɪz] 高校

61 come 2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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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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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65 computers 1 [kəm'pju tːəz] n.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.

66 Cornell 5 [kɔ:'nel] n.康奈尔（姓氏）

67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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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covid 4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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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December 2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72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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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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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dispiriting 1 [di'spiritiŋ] adj.令人沮丧的；使人气馁的 v.使沮丧；使气馁（dispirit的ing形式）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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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78 drug 1 [drʌg] n.药；毒品；麻醉药；滞销货 vt.使服麻醉药；使服毒品；掺麻醉药于 vi.吸毒 n.(Drug)人名；(罗)德鲁格

79 early 5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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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emily 1 ['emili] n.埃米莉（女子名）

82 end 1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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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ending 1 ['endiŋ] n.结局；结尾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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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enthusiasm 1 [in'θju:ziæzəm, in'θu:-] n.热心，热忱，热情

86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87 exams 2 [ɪɡ'zæmz] examinations 考试

88 except 1 [ik'sept] vt.不计；把…除外 vi.反对 prep.除…之外 conj.除了；要不是

89 experience 2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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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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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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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feelings 1 ['fiː lɪŋs] n.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.

95 fin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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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fir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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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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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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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100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01 frustrating 2 [frʌ'streitiŋ] adj.令人沮丧的 v.使沮丧（frustrat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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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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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get 6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05 g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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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6 go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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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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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gore 3 [gɔ:] vt.刺伤；缝以补裆；顶 n.淤血；三角形布；流出的血 n.(Gore)人名；(英、法)戈尔；(德、西、罗、塞)戈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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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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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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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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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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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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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17 he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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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8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119 h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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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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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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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if 4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23 imposes 1 英 [ɪm'pəʊz] 美 [ɪm'poʊz] v. 强加；课征；强迫；征收(税款)

124 in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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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5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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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India 1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127 injected 1 充血的 注入的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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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is 1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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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January 7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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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kent 1 [kent] n.肯特（英国东南部州名）；不列颠岛南部的古代盎格鲁所建的王国

134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135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36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37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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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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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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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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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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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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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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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146 mallika 1 马利克

147 Martha 1 ['mɑ:θə] n.玛莎（女子名）；马大（马利亚和拉撒路之姊）

148 Massachusetts 1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
149 material 1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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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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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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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Mexico 1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154 mid 1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
155 Middlebury 1 n. 米德尔伯里(在美国；西经 73º08' 北纬 41º32')

156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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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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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move 2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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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62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63 needle 1 ['ni:dl] n.针；指针；刺激；针状物 vi.缝纫；做针线 vt.刺激；用针缝 n.(Needle)人名；(英)尼德尔

164 negative 1 ['negətiv] adj.[数]负的；消极的；否定的；阴性的 n.否定；负数；[摄]底片 vt.否定；拒绝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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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67 newspaper 1 ['nju:s,peipə, 'nju:z-] n.报纸 报社 旧报纸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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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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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November 2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171 of 2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72 omicron 4 n.希腊字母第15字

173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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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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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onto 1 ['ɔntu, -tə] prep.在…之上；对…了解；映射到…上 adj.映射的；自身的；映成的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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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78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79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80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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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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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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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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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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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186 parties 1 英 ['pɑ tːi] 美 ['pɑ rːti] n. 聚会；宴会；政党；一伙人；[律]当事人 vi. 开派对

187 peak 2 [pi:k] n.山峰；最高点；顶点；帽舌 vt.使达到最高点；使竖起 vi.消瘦；到达最高点；变憔悴 adj.最高的；最大值的 n.
(Peak)人名；(英)皮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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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90 periods 1 ['pɪrɪədz] n.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.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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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pfizer 1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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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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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196 pollack 1 ['pɔlək] n.绿鳕，雪鱼类 n.(Polla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罗、瑞典)波拉克；(西)波利亚克

197 positively 1 adv.肯定地；明确地；断然地；乐观地

198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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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princeton 2 ['prinstən] n.普林斯顿（美国新泽西州中部的自治市镇）

201 protect 2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02 reading 1 ['ri:diŋ] n.阅读，朗读；读物；读数 adj.阅读的 v.阅读（read的ing形式）

203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204 recently 4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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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report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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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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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restricted 1 [ri'striktid] adj.受限制的；保密的 v.限制（restr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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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retur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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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returns 1 [rɪ'tɜːnz] n. 报告；统计表；研究成果 名词return的复数形式.

212 ri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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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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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safe 2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214 said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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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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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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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218 school 13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19 schools 1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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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semester 2 [si'mestə] n.学期；半年

222 shand 1 n. 尚德

223 sh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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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4 shot 3 n.发射；炮弹；射手；镜头 adj.用尽的；破旧的；杂色的，闪光的 v.射击（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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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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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som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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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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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230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231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232 sports 1 n.运动；运动会（sport的复数）；（报纸）体育版面；突变；娱乐 adj.运动的；适用于运动的 v.娱乐；戏弄（sport的
第三人称单数）

233 starts 1 [s'tɑ tːs] v. 开始；启动；开创（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开始；开创（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）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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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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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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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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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students 11 [st'juːdnts] 学生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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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substance 1 ['sʌbstəns] n.物质；实质；资产；主旨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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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2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243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44 Syracuse 3 ['sairəkju:z; 'si-; -kju:s] n.锡拉库扎（意大利西西里岛东部一港市）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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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tak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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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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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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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test 2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250 tests 2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251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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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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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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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3 the 4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54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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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56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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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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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261 to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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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2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63 to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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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traditionally 1 [trə'diʃənəli] adv.传统上；习惯上；传说上

265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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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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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universities 2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 rːsəti] n. 大学

270 university 1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71 until 2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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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us 2 pron.我们

274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75 vaccinated 2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276 vaccine 2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277 variant 3 ['vεəriənt] adj.不同的；多样的 n.变体；转化

278 Vermont 1 [və:'mɔnt] n.佛蒙特州（美国州名，略作VT）

279 vide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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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virus 3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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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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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84 w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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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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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
287 Wednesday 2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288 week 3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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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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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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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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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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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96 will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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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winter 1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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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特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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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wonder 1 [ˈwʌndə(r)] n.惊奇；奇迹；惊愕 vi.怀疑；想知道；惊讶 vt.怀疑；惊奇；对…感到惊讶 adj.奇妙的；非凡的 n.Wonder，
旺德（人名）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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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1 worry 2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302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03 year 5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04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305 York 2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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