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2-26 [Education Report] Students Return to Campus, HBCU
Gains, New TOEFL and Mor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7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4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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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in 3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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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of 3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for 2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6 at 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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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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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1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 students 17 [st'juːdnts] 学生

10 that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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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rom 1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2 or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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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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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new 1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5 they 1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6 was 1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7 year 1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8 i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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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sh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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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 as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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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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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school 9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3 were 9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4 college 8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25 Howard 8 ['hauəd] n.霍华德（男子名）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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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n 7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8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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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money 7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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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student 7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32 thi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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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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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ack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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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y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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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on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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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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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test 6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40 their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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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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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ampus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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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hbcus 5 美国的黑人院校

44 howeve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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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many 5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46 m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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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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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there 5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0 because 4 [bi'kɔz] conj.因为

51 education 4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52 English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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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ETS 4 abbr. 鉴定试验说明书(=Evaluation Test Specification)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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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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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mo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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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58 organization 4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59 someth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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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stories 4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61 toefl 4 ['təufəl] abbr.托福考试（TestofEnglishasaForeignLanguage）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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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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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York 4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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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athletes 3 ['æθliː ts] 运动员

68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69 black 3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70 chance 3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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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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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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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gave 3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75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76 goo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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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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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got 3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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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80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81 India 3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82 Johnson 3 ['dʒɔnsən] n.约翰逊（姓氏）

83 known 3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84 ma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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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news 3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86 onl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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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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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questions 3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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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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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sta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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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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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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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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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vice 3 [vais] n.恶习；缺点；[机]老虎钳；卖淫 prep.代替 vt.钳住 adj.副的；代替的 n.(Vice)人名；(塞)维采

96 vide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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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work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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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99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100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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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103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04 background 2 ['bækgraund] n.背景；隐蔽的位置 vt.作…的背景 adj.背景的；发布背景材料的

105 became 2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106 book 2 n.书籍；卷；账簿；名册；工作簿 vt.预订；登记 n.(Book)人名；(中)卜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朝)北；(英)布克；(瑞典)博克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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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came 2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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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Carnegie 2 [ka:'negi] n.卡内基（姓氏）

111 Carolina 2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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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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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4 code 2 [kəud] n.代码，密码；编码；法典 vt.编码；制成法典 vi.指定遗传密码 n.(Code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科德

115 colleges 2 ['kɒlɪdʒɪz] 高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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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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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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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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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decided 2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121 earlier 2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122 especially 2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23 event 2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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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example 2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125 excited 2 [ik'saitid] adj.兴奋的；激动的；活跃的 v.激动；唤起（excite的过去分词）

126 experiences 2 英 [ɪk'spɪəriəns] 美 [ɪk'spɪriəns] n. 经验；经历 v. 经历；体验；感受

127 famous 2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128 fans 2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
129 feel 2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130 football 2 ['fut,bɔ:l] n.足球，橄榄球 vi.踢足球；打橄榄球

131 freshman 2 ['freʃmən] n.新手，生手；大学一年级学生

132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133 gain 2 [gein] n.增加；利润；收获 vt.获得；增加；赚到 vi.增加；获利 n.(Gain)人名；(英、匈、法)盖恩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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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5 goal 2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136 gotcha 2 ['gɔtʃə] int.明白了（等于gotyou）

137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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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8 Harris 2 ['hæris] n.哈里斯（英国苏格兰一地区）；哈里斯（姓氏）

139 higher 2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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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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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innovative 2 adj.革新的，创新的；新颖的；有创新精神的

143 internationa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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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Iowa 2 ['aiəwə] n.爱荷华州（美国州名）

145 kamala 2 [kə'mɑ:lə, 'kʌmələ] n.粗糠柴；卡马拉；吕宋楸荚粉 n.(Kamala)人名；(印、毛里塔)卡玛拉(女名)，卡马拉

146 lab 2 [læb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
147 laboratory 2 [lə'bɔrətəri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
148 language 2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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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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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makes 2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152 Manchester 2 ['mæntʃistə] n.曼彻斯特（英格兰西北部一大城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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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meet 2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155 Mellon 2 ['melən] n.梅隆（姓氏）

156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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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nation 2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158 north 2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159 notice 2 ['nəutis] n.通知，布告；注意；公告 vt.通知；注意到；留心 vi.引起注意

160 obvious 2 ['ɔbviəs] adj.明显的；显著的；平淡无奇的

161 Ohio 2 [əu'haiəu] n.俄亥俄州（美国一个州）

162 pandemic 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63 pep 2 [pep] n.活力；锐气，劲头 vt.激励；使充满活力，使精力充沛 n.(Pep)人名；(英)佩普

164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65 problem 2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166 rally 2 ['ræli] vi.团结；重整；恢复；（网球等）连续对打 vt.团结；集合；恢复健康、力量等 n.集会；回复；公路赛车会 n.
(Rally)人名；(罗)拉利

167 real 2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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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related 2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169 restrictions 2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170 robotics 2 [rəu'bɔtiks] n.机器人学（robotic的复数）

171 sa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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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se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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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seeing 2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174 semester 2 [si'mestə] n.学期；半年

175 sim 2 [sim] abbr.用户身份识别卡（subscriberidentitymodule）；工业管理学院（SchoolofIndustrialManagement）；科学仪表舱
（ScientificInstrumentModule）；模拟计算机索引法（SimulatedMachineIndexing） n.(Sim)人名；(柬)辛；(俄、罗、英)西姆(教
名Simeon、Simon的昵称)

176 simulation 2 [,simju'leiʃən] n.仿真；模拟；模仿；假装

177 start 2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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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strive 2 [straiv] vi.努力；奋斗；抗争

180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181 thousands 2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182 tim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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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tr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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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85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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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187 usually 2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188 version 2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189 VOA 2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190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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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warnock 2 n. 沃诺克

192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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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Weeks 2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194 w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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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went 2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196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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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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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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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won 2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00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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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1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02 worried 2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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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writer 2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205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06 academic 1 [,ækə'demik] adj.学术的；理论的；学院的 n.大学生，大学教师；学者

207 achieve 1 vt.取得；获得；实现；成功 vi.达到预期的目的，实现预期的结果，如愿以偿

208 adaptive 1 [ə'dæptiv] adj.适应的，适合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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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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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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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213 Alabama 1 [,ælə'bæmə] n.阿拉巴马州（美国州名）

214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215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216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217 amazon 1 ['æməzɔn] 亚马逊；古希腊女战士

218 answered 1 英 ['ɑːnsə(r)] 美 ['ænsər] v. 回答；答复；接电话 n. 答案；回答；答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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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arrived 1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21 arts 1 [a:ts] n.文科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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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Atlanta 1 [ət'læntə] n.亚特兰大（美国城市）

224 attended 1 [ə'tendɪd]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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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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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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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autumn 1 ['ɔ:təm] n.秋天；成熟期；渐衰期，凋落期 adj.秋天的，秋季的 n.(Autumn)人名；(英)奥特姆

229 availability 1 [ə,veilə'biləti] n.可用性；有效性；实用性

230 award 1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231 Bart 1 [bɑ:t] abbr.从男爵（Baronet） n.巴特（男子名） n.(Bart)人名；(英)巴特；(匈)鲍尔特；(德、罗、荷、瑞典、俄、法)巴尔
特

232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233 bases 1 ['beisi:z] n.基础（base的复数形式）；根据；主要成分 n.(Bases)人名；(西)巴塞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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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behave 1 [bi'heiv] vi.表现；（机器等）运转；举止端正；（事物）起某种作用 vt.使守规矩；使表现得…

236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237 bezos 1 n. 贝索斯

238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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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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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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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242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243 cars 1 英 [kɑ:z] 美 [kɑ:rz] n. 汽车；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.

244 centered 1 ['sentəd] adj.居中的；有圆心的 v.集中；居中（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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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chapel 1 ['tʃæpəl] n.小礼拜堂，小教堂；礼拜 adj.非国教的 n.(Chapel)人名；(法)沙佩尔；(英)查普尔

247 charities 1 ['tʃærəti] n. 慈善；宽厚；慈善机关(团体)；仁慈

248 charity 1 ['tʃærəti] n.慈善；施舍；慈善团体；宽容；施舍物

249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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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Coates 1 n.科茨（姓氏）；高氏（涂料公司名）

252 co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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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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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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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
256 completed 1 [kəm'pliː 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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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computers 1 [kəm'pju tːəz] n.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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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costly 1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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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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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dean 1 n.院长；系主任；教务长；主持牧师

264 degree 1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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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267 difficulty 1 ['difikəlti] n.困难，困境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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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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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71 donated 1 英 [dəʊ'neɪt] 美 ['doʊneɪt] v. 捐赠；捐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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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274 earn 1 [ə:n] vt.赚，赚得；获得，挣得；使得到；博得 n.(Earn)人名；(泰)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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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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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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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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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281 encourage 1 [in'kʌridʒ] vt.鼓励，怂恿；激励；支持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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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essentials 1 [ɪ'senʃlz] n. 要件；概要

284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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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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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excitement 1 [ik'saitmənt] n.兴奋；刺激；令人兴奋的事物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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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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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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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292 faded 1 ['feɪdɪd] adj. 已褪色的；已凋谢的 动词fa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93 fame 1 [feim] n.名声，名望；传闻，传说 vt.使闻名，使有名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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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296 finally 1 ['fainəli] adv.最后；终于；决定性地

297 fix 1 [fiks] vt.使固定；修理；安装；准备 vi.固定；注视 n.困境；方位；贿赂 n.(Fix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瑞典)菲克斯

298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299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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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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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front 1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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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Gabriel 1 ['geibriəl; 'gɑ:bri:'el] n.加布里埃尔（男子名）；加百利（替上帝把好消息报告世人的天使）

305 gains 1 ['ɡeɪnz] n. 收益 名词gain的复数形式.

306 games 1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307 gap 1 n.间隙；缺口；差距；分歧 vi.裂开 vt.使形成缺口

308 Georgetown 1 ['dʒɔ:dʒtaun] n.乔治城（圭亚那首都）

309 Georgia 1 ['dʒɔ:dʒjə] n.乔治亚州；格鲁吉亚（前苏联加盟共和国）；乔治娅（女子名）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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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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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gopal 1 n. 戈帕尔

313 greatness 1 ['greitnis] n.伟大；巨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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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guesses 1 [ɡes] v. 推测；猜中；以为 n. 猜测；猜想

316 guillen 1 吉伦(人名)

317 hannah 1 ['hænə] n.汉娜（女子名）

318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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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hbcu 1 [hb'kʊ] 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and universities 有不光彩历史的大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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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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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3 hill 1 [hil] n.小山；丘陵；斜坡；山冈 n.(Hill)人名；(法、西)伊尔；(德、英、匈、捷、罗、芬、瑞典)希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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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historically 1 [his'tɔrikəli] adv.历史上地；从历史观点上说

326 homecoming 1 ['həum,kʌmiŋ] n.归国；同学会；省亲回家

327 hop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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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hospital 1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329 ideas 1 观念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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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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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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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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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instructions 1 n.指令；说明（instruction的复数形式）

336 introducing 1 [ɪntrəd'juːsɪŋ] n. 引进 动词int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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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jabari 1 n.(Jabari)人名；(阿拉伯)贾巴里

339 jeff 1 [dʒef] n.杰夫（男子名，等于Jeffrey）

340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341 join 1 [dʒɔin] vt.参加；结合；连接 vi.加入；参加；结合 n.结合；连接；接合点 n.(Join)人名；(法)茹安

342 joining 1 ['dʒɔiniŋ] n.连接；接缝；连接物

343 Jones 1 [dʒəunz] n.琼斯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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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knowledge 1 ['nɔlidʒ] n.知识，学问；知道，认识；学科 n.(Knowledge)人名；(南非)诺利奇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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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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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 launch 1 [lɔ:ntʃ, lɑ:ntʃ] vt.发射（导弹、火箭等）；发起，发动；使…下水 vi.开始；下水；起飞 n.发射；发行，投放市场；下
水；汽艇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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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350 link 1 [liŋk] n.[计]链环，环节；联系，关系 vt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，结合 vi.连接起来；联系在一起；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.
(Li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塞、捷、匈、瑞典)林克
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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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353 Mackenzie 1 [mə'kenzi] n.麦肯齐河（又译“马更些河”，加拿大西北部河流）；麦肯齐区（又译“马更些区”，加拿大西北部的小
区）；麦肯齐氏

354 magazine 1 n.杂志；弹药库；胶卷盒

355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356 mallika 1 马利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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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Maryland 1 ['mεərilænd] n.马里兰（美国州名）

359 methods 1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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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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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363 minorities 1 英 [maɪ'nɒrəti] 美 [maɪ'nɔː rəti] n. 少数；少数民族；未成年

364 morehouse 1 n. 莫尔豪斯
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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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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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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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Nebraska 1 [ni'bræskə] n.内布拉斯加州

370 Netherlands 1 ['neðələndz] n.荷兰（形容词Netherlandish）；地区名
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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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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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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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notable 1 ['nəutəbl] adj.值得注意的，显著的；著名的 n.名人，显要人物

375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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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omicron 1 n.希腊字母第15字

378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379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380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381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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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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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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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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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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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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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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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picture 1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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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0 Pittsburgh 1 ['pitsbə:g] n.匹兹堡（美国一座城市）

391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392 players 1 n.队员，参与者；玩家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；迷你音碟机，雷射唱盘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

393 points 1 [英[pɒɪnts] 美[pɔints]] n.点；目的（point的复数）；见解 v.指引；瞄准（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oints)人名；(英)波因
茨

3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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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popularity 1 [,pɔpju'lærəti] n.普及，流行；名气；受大众欢迎

396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397 pretty 1 adj.漂亮的；可爱的；优美的 adv.相当地；颇 n.有吸引力的事物（尤指饰品）；漂亮的人 n.Pretty，普雷蒂（人名）

398 prize 1 [praiz] n.奖品；奖赏；战利品 vt.珍视；捕获；估价 adj.获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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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401 professors 1 [prə'fesəz] 大学教授

402 projec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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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protest 1 [prəu'test, 'prəu-] vi.抗议；断言 vt.抗议；断言 n.抗议 adj.表示抗议的；抗议性的

404 prove 1 [pru:v] vt.证明；检验；显示 vi.证明是

405 Pulitzer 1 ['pulitsə; 'pju:-] n.普利策（美国新闻业经营者）

406 punished 1 ['pʌnɪʃt] adj. 受处罚的 动词puni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07 Raphael 1 ['ræfeiəl; ,rɑ:fai'el] n.拉斐尔（姓氏）；拉斐尔（意大利画家、建筑学家）

408 reaction 1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
409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4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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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11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412 releas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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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remembered 1 英 [rɪ'membə(r)] 美 [rɪ'membər] v. 记得；想起；记住，铭记；回忆；提及

414 responding 1 [rɪs'pɒndɪŋ] n. 反应；回答 动词respond的现在分词.

4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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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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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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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robots 1 ['rəʊbɒts] 机器人

419 rocket 1 ['rɔkit] vi.飞驰，飞快地移动；迅速增加 n.火箭 vt.用火箭运载

420 rul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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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1 satellites 1 n. 卫星；人造卫星 名词satellite的复数形式.

4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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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schoolmates 1 n.同学，校友( schoolmate的名词复数 )

424 sciences 1 科学

425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426 scored 1 [skɔː d] adj. 有伤纹的；刮伤的；折叠的 动词sc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27 Scott 1 [skɔt] n.斯科特（男子名）

4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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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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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431 senator 1 ['senətə] n.参议员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议员；评议员，理事 n.(Senator)人名；(瑞典、斯威)塞纳托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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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3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434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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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5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436 shorter 1 ['ʃɔ:tə] adj.较短的；更短的；更矮的（short的比较级） n.(Shorter)人名；(英)肖特

437 sick 1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
438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439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440 spacex 1 n.太空探索技术公司（美国的太空运输公司）

4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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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spoken 1 ['spəukən] adj.口语的，口头的 v.说（speak的过去分词）

4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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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4 srikant 1 斯里坎特

445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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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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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8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4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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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0 sue 1 [sju:, su:] vt.控告；请求 vi.控告；提出请求 n.(Sue)人名；(日)末(名)；(法)休；(英)休(女子教名Susan、Susanna的昵称)

451 surprise 1 [sə'praiz] n.惊奇，诧异；突然袭击 vt.使惊奇；奇袭 adj.令人惊讶的

452 sworn 1 [swɔ:n] adj.发过誓的；宣誓过的 v.发誓（swear的过去分词）

453 Syracuse 1 ['sairəkju:z; 'si-; -kju:s] n.锡拉库扎（意大利西西里岛东部一港市）

454 ta 1 [tɑ:] abbr.助教（teachingassistant）；正切角（TangentAngle）；顶部攻击（TopAttack）；技术援助（technicalassistance）；
公差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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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6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4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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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8 test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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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59 tests 1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460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4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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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2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463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464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465 tools 1 [tu lː] n. 工具，用具（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）；器具

4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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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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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8 train 1 [trein] n.火车；行列；长队；裙裾 v.培养；训练；瞄准 n.(Train)人名；(英)特雷恩；(法)特兰；(意)特拉因

469 tyler 1 ['tailə] n.泰勒（男子名）；秘密会所看守人（共济会的）

470 unclear 1 英 [ˌʌn'klɪə(r)] 美 [ˌʌn'klɪr] adj. 不清楚的；含混的

471 undergraduate 1 [,ʌndə'grædjuət] n.大学生；大学肄业生 adj.大学生的

472 unexpected 1 [,ʌnik'spektid] adj.意外的，想不到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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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4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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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5 us 1 pron.我们

4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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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7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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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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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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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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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81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482 welcome 1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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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4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485 wife 1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
486 win 1 vt.赢得；在…中获胜 vi.赢；获胜；成功 n.赢；胜利 n.(Win)人名；(德、荷、缅)温；(英)温(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)

4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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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温特

4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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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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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0 writers 1 ['raɪtəz] 作家

491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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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3 zac 1 abbr.压铸用锌合金（zincalloyfordiecasting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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