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2-29 [Education Report] 2021_ Schools Debate Pandemic
Restrictions, Race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 abou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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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used 1 [ə'kju:zd] n.被告 adj.被控告的 v.指责；控告（accus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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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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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u 2 =Automatic Dialing Unit 自动拨号装置

7 adults 1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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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0 agree 1 [ə̍ ɡriː ] vt.同意，赞成；承认；约定，商定 vi.vi.同意，意见一致；约定，商定

11 ahead 1 adj.向前；在前的；领先 adv.向前地；领先地；在（某人或某事物的）前面；预先；在将来，为未来

12 aimed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13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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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lso 5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5 America 4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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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8 amounted 1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
19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0 and 3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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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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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24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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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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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rgued 1 英 ['ɑːɡju ]ː 美 ['ɑ rːɡju ]ː v. 说服；争论；辩论

27 argues 1 英 ['ɑːɡju ]ː 美 ['ɑ rːɡju ]ː v. 说服；争论；辩论

28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9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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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ssociation 1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31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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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 attend 1 [ə'tend] vt.出席；上（大学等）；照料；招待；陪伴 vi.出席；致力于；照料；照顾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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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ugust 1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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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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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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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an 1 [bæn] vt.禁止，取缔 n.禁令，禁忌 n.(Ban)人名；(日)蕃(名)；(缅、老、柬)班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万；(法)邦；(中)饼(广东
话·威妥玛)；(德、塞、罗、阿拉伯)巴恩；(英)班恩

40 banned 2 [bæn] v. 禁止；剥夺权利 n. 禁令；禁止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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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43 become 3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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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46 began 2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47 being 3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48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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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board 2 [bɔ:d] n.董事会；木板；甲板；膳食 vt.上（飞机、车、船等）；用板盖上；给提供膳宿 vi.寄宿 n.(Board)人名；(英、西)
博德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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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bringing 1 [briŋ] vt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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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burnout 2 ['bə:naut] n.烧坏；燃料烧尽

54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55 b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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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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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58 call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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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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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）食品罐头

60 capital 1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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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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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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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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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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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hildren 7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67 choice 1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68 chose 2 [英[tʃəʊz] 美[tʃoz]] v.choose的过去式,选择 n.【法律】物体；动产 n.(Chose)人名；(法)肖兹

69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70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71 claimed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
72 clas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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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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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classrooms 1 [k'læsruːmz] 教室

75 cleaners 1 ['kliː nəz] n. 洗衣店；干洗店 名词cleaner的复数形式.

76 communicating 1 [kə'mjuːnɪkeɪt] v. 传达；沟通；交流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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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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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condition 3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80 connection 1 n.连接；关系；人脉；连接件

81 conservatives 1 [kən'sɜːvətɪvz] 守旧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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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contra 1 ['kɔntrə] n.相反；对立面 adv.反对地；相反地 prep.反对…；与…相反 adj.叛乱者的；反政府势力的 n.(Contra)人名；(西)
孔特拉

84 control 2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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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controlled 1 [kən'trəuld] adj.受控制的；受约束的；克制的 v.控制；约束（control的过去式）；指挥

86 controversial 1 [,kɔntrə'və:ʃəl] adj.有争议的；有争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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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corporation 1 n.公司；法人（团体）；社团；市政当局

89 correctly 1 [kə'rektli] adv.正确地；得体地

90 costa 1 ['kɔstə] n.[解剖]肋骨；叶脉；[昆]前缘脉 n.(Costa)人名；(希、印尼、西、芬、罗、葡、加纳、德、意、英、法)科斯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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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countr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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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county 4 ['kaunti] n.郡，县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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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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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critical 3 ['kritikəl] adj.鉴定的；[核]临界的；批评的，爱挑剔的；危险的；决定性的；评论的

97 critically 1 adv.精密地；危急地；严重地；批评性地；用钻研眼光地；很大程度上；极为重要地

98 crt 3 abbr. 阴极射线管（=cathode ray tube）

99 Dallas 1 ['dæləs] n.达拉斯（美国城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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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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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debate 1 [di'beit] vt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vi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n.辩论；辩论会

103 debates 2 [dɪ'beɪt] n. 辩论；讨论 vt. 争论；思考 vi. 辩论

104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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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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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depression 2 n.沮丧；忧愁；抑郁症；洼地；不景气；低气压区

108 DeSantis 2 n. 德桑蒂斯

109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10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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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direct 1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关系

113 disagreed 1 [ˌdɪsə'ɡriː ] v. 不同意；不一致；有分歧；不适应；不适宜

114 discrimination 1 [dis,krimi'neiʃən] n.歧视；区别，辨别；识别力

115 disease 2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116 displace 1 [dis'pleis] vt.取代；置换；转移；把…免职；排水

117 displaced 1 [dis'pleist] adj.无家可归的；位移的；被取代的 n.无家可归者 v.取代（displace的过去分词）；移动…的位置；撤换

118 distributed 1 [di'stribjutid] adj.分布式的，分散式的

119 districts 1 ['dɪstrɪkt] n. 地区；行政区 vt. 把 ... 划分成区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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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doing 2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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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3 drove 1 n.畜群；牛群、羊群等；移动的人群或大批的东西 (Drove)人名；德罗韦 v.驾驶（drive的过去式）；赶(牲畜)；(牲畜贩
子)买卖(牲畜)

124 du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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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126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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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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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educators 1 ['edʒʊkeɪtəz] 教育者

130 effective 1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
131 effectiveness 1 [ə'fektivnis] n.效力

132 effects 2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133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34 election 1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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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emotionally 2 [i'məuʃənli] adv.感情上；情绪上；令人激动地；情绪冲动地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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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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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141 equality 1 [i:'kwɔləti] n.平等；相等；[数]等式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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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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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ever 2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145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146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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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49 f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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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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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1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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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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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fifth 1 [fifθ] adj.第五的；五分之一的 n.第五；五分之一 num.第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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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floyd 2 [flɔid] n.弗洛伊德（男子名）

158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59 for 1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60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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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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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165 George 2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166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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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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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Glenn 1 [glen] n.格伦（男子名）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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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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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governor 5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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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75 guidance 1 ['gaidəns] n.指导，引导；领导

176 guilty 1 ['gilti] adj.有罪的；内疚的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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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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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has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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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hav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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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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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health 4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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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184 h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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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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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
187 history 7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88 holiday 1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
189 hopeful 1 ['həupful] adj.有希望的；有前途的 n.有希望成功的人

190 hopeless 1 ['həuplis] adj.绝望的；不可救药的

191 hospitalized 1 英 ['hɒspɪtəlaɪz] 美 ['hɑːspɪtəlaɪz] vt. 就医；使住院

192 how 4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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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ideas 2 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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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ignore 1 [ig'nɔ:] vt.驳回诉讼；忽视；不理睬

197 illness 1 ['ilnis] n.病；疾病

198 impact 1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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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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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1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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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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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is 1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05 issue 1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
206 issued 1 ['ɪʃu ]ː n. 议题；问题；期刊号；一次发行额；发行；<律>子女 v. 发表；公布；正式发给；发行；流出

207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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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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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211 Jill 1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212 job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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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214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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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kathy 1 ['kæθi] n.凯西（女子名，等于Katherine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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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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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kid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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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220 kin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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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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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223 labor 1 ['leibə] n.劳动；工作；劳工；分娩 vi.劳动；努力；苦干 vt.详细分析；使厌烦 n.(Labor)人名；(德、塞、法)拉博尔；(英)
拉博

224 largely 1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
225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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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lawmakers 4 n.立法者(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)

228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
229 learning 6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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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
232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233 le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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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4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235 legislation 1 [,ledʒis'leiʃən] n.立法；法律

236 Leon 2 ['li:ɔn] n.利昂（男子名，等于Leo）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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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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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likely 2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241 listen 1 ['lisən] vi.听，倾听；听从，听信 n.听，倾听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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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located 1 英 [ləʊ'keɪtɪd] 美 ['loʊkeɪtɪd] adj. 处于；位于

244 location 1 [ləu'keiʃən] n.位置（形容词locational）；地点；外景拍摄场地

245 long 2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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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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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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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manage 1 vt.管理；经营；控制；设法 vi.处理；应付过去

251 many 8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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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mas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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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masking 1 ['mɑ:skiŋ] n.掩蔽；隐蔽 v.戴面具；掩饰；化装（mask的ing形式）

255 masks 7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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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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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58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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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misinformation 1 [,misinfə'meiʃən] n.误报；错误的消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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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262 Montgomery 1 [mənt'gʌməri] n.蒙哥马利（姓氏）；蒙哥马利（英国郡名）

263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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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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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moth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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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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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murder 1 ['mə:də] vt.谋杀，凶杀 n.谋杀，凶杀 vi.杀人，犯杀人罪

269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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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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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new 5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73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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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normal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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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not 8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76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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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of 3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79 officials 3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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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omicron 2 n.希腊字母第15字

282 O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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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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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online 2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85 open 3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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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opinions 1 n.意见；评价（opinion的复数）；舆论

288 opposite 1 ['ɔpəzit, -sit] adj.相反的；对面的；对立的 n.对立面；反义词 prep.在…的对面 adv.在对面

289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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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ord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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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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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original 1 [ə'ridʒənəl] n.原件；原作；原物；原型 adj.原始的；最初的；独创的；新颖的

293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94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295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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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over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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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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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parents 2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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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302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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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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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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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5 permanent 1 adj.永久的，永恒的；不变的 n.烫发（等于permanentwave）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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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physically 2 ['fizikli] adv.身体上，身体上地

308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309 played 1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310 plenty 1 ['plenti] n.丰富，大量；充足 adj.足够的，很多的 adv.足够 n.(Plenty)人名；(英)普伦蒂

311 policies 1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 lː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312 politicians 1 [pɒlɪ'tɪʃnz] 政治家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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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positions 1 [pə'ziʃənz] n.[水运]位置（position的复数）；定位

315 prepare 1 [pri'pεə] vt.准备；使适合；装备；起草 vi.预备；做好思想准备

316 pressuring 1 v.（美）对…施加压力（pressure的ing形式）

317 prevent 3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318 prevented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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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321 professions 1 [prə'feʃnz] 职业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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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promised 1 英 ['prɒmɪs] 美 ['prɑːmɪs] n. 诺言；预示；约定；(有)希望 v. 允诺；发誓；答应；有希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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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public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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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questioned 1 ['kwestʃən] n. 问题；疑问 v. 询问；怀疑

327 quick 1 [kwik] n.核心；伤口的嫩肉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，敏捷的；灵敏的 adv.迅速地，快 n.(Qui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芬)奎
克

328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329 race 8 n.属，种；种族，人种；家庭，门第；赛事，赛跑 vt.使参加比赛；和…竞赛；使急走，使全速行进 vi.比速度，参加竞
赛；全速行进 n.(Race)人名；(英)雷斯；(塞)拉采

330 racial 1 ['reiʃəl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331 racism 6 ['reisizəm] n.种族主义，种族歧视；人种偏见

332 rand 1 [rænd] n.兰特（南非的货币单位）；边缘；垫皮，衬底（鞋后根与鞋底中间的） n.(R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瑞典)兰德

333 rat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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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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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336 recommending 1 [ˌrekə'mend] vt. 推荐；建议；劝告；使受欢迎；使可取

337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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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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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relieve 1 [ri'li:v] vt.解除，减轻；使不单调乏味；换…的班；解围；使放心

341 relieved 1 [ri'li:vd] adj.放心的 v.减轻；解除（relieve的过去分词）

342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343 remnant 2 ['remnənt] n.剩余 adj.剩余的 n.(Remnant)人名；(英)雷姆南特

344 remotely 1 adv.遥远地；偏僻地；（程度）极微地，极轻地

345 reopening 1 英 [ˌriː 'əʊpən] 美 [ˌriː 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
346 republican 3 [ri'pʌblikən] adj.共和国的；共和政体的；共和主义的；拥护共和政体的 n.共和主义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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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349 restricting 1 [rɪs'trɪktɪŋ] adj. 限制的，约束的 v. 限制，约束，束缚（restrict的现在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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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0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351 retiring 1 [ri'taiəriŋ] adj.退休的；不善社交的；过隐居生活的 v.退休（retire的ing形式）
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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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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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reverse 2 [ri'və:s] n.背面；相反；倒退；失败 vt.颠倒；倒转 adj.反面的；颠倒的；反身的 vi.倒退；逆叫

355 risk 2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356 Robbins 1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
357 ron 1 n. 罗恩(男子名) abbr. (石油)研究法辛烷值(=Research Octane Number)

358 sad 1 [sæd] adj.难过的；悲哀的，令人悲痛的；凄惨的，阴郁的（形容颜色）

359 saf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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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
361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362 said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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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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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sara 1 ['sɑ:rə] n.萨拉（女子名）；萨拉族；萨拉人
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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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school 15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367 schools 17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368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
369 sees 1 abbr.扩展企业应用套件（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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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372 severe 2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373 shand 1 n. 尚德
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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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75 shortage 2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
376 shortages 3 ['ʃɔː tɪdʒɪz] 缺陷

377 shots 1 英 [ʃɒt] 美 [ʃɑ tː] n. 注射；投篮；发射；拍摄；开枪；子弹 adj. (织物)闪色的；精疲力尽的；完了的 动词shoot的过去式和
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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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showed 2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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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slavery 3 n.奴役；奴隶制度；奴隶身份

382 slowed 1 英 [sləʊ] 美 [sloʊ] adj. 慢的 adv. 慢慢地 v. 放慢；减速

383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3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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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some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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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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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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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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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390 spring 1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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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started 3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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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3 stat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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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State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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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396 st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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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sto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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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stress 2 [stres] n.压力；强调；紧张；重要性；重读 vt.强调；使紧张；加压力于；用重音读 n.(Stress)人名；(意)斯特雷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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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students 10 [st'juːdnts] 学生

401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02 superintendent 1 [,sju:pərin'tendənt] n.监督人；负责人；主管；指挥者

403 survey 1 [sə:'vei, 'sə:vei, sə-] n.调查；测量；审视；纵览 vt.调查；勘测；俯瞰 vi.测量土地

404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405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406 systems 3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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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Tallahassee 1 [,tælə'hæsi] n.塔拉哈西（美国佛罗里达州首府）

409 tassie 1 ['tæzi] n.塔斯马尼亚（澳大利亚岛屿，等于Tasmania）；（苏格兰）酒杯（等于tass）

410 taught 3 [tɔ:t] v.教授（teach的过去分词）

411 teach 4 [ti:tʃ] vt.教；教授；教导 vi.教授；讲授；当老师 n.(Teach)人名；(英)蒂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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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teachers 4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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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teaching 5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416 Tennessee 1 [,teni'si:] n.田纳西州（美国州名）

417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418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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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that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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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the 5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4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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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423 theory 4 ['θiəri, 'θi:ə-] n.理论；原理；学说；推测

4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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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5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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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7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428 thirty 1 ['θə:ti] n.三十年代 num.三十 adj.三十个的

429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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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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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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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2 threatens 1 ['θretn] v. 威胁；恐吓；似将发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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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throu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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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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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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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7 tired 2 ['taiəd] adj.疲倦的；厌倦的，厌烦的 v.疲倦；对…腻烦（tir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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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8 to 3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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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39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440 Tony 1 ['təuni] n.托尼（男名）

4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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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2 truth 1 [tru:θ] n.真理；事实；诚实；实质

4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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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4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445 unable 1 [ʌn'eibl] adj.不会的，不能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；不能胜任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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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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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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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9 us 1 pron.我们

450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451 vaccinating 1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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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3 vaccine 1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454 vaccines 6 疫苗程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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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6 ver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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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7 Virginia 1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
458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459 VOA 3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4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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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1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462 w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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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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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4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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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5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466 wearing 2 [wεə riŋ, wεərŋ, 'wεəriŋ] adj.磨损的；穿用的；令人疲倦的 v.穿着；磨损（wear的ing形式） n.(Wearing)人名；(英)韦尔林

467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4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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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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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0 were 6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471 west 1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4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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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3 whe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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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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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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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6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477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4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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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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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0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481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482 wold 2 ['wəuld] n.荒原；无树木的山地 n.(Wold)人名；(瑞典)沃尔德；(挪)沃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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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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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84 worker 2 ['wə:kə] n.工人；劳动者；职蚁 n.(Worker)人名；(英)沃克

485 workers 3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486 worst 2 [wə:st, 'wə:st] adj.最差的，最坏的；最不利的；效能最低的 n.最坏；最坏的时候 adv.最坏地；最不利地 n.(Worst)人名；
(英、德)沃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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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8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489 York 3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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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492 zahner 1 萨内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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