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1-09 [Education Report] US Colleges Postpone Classes
Following COVID-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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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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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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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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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8 affected 1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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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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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llow 2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
13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4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5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6 and 1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7 angeles 1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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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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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rea 3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1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22 around 4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3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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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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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ssociat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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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挝货币基本单位att）；[化]砹（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） abbr.密封的（airtight）；气温（airtemperature）

28 away 3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9 bac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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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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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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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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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ef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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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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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38 binkley 1 n. 宾克利

39 booster 3 ['bu:stə] n.升压机；支持者；扩爆器

40 boosters 1 n. 支持者（booster的复数形式）；拉拉队

41 Boston 1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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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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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bubble 2 ['bʌbl] n.气泡，泡沫，泡状物；透明圆形罩，圆形顶 vi.沸腾，冒泡；发出气泡声 vt.使冒泡；滔滔不绝地说

44 buildings 3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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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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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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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ampus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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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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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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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ases 2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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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hancellor 1 ['tʃɑ:nsələ, 'tʃæn-] n.总理（德、奥等的）；（英）大臣；校长（美国某些大学的）；（英）大法官；（美）首席法官
n.(Chancellor)人名；(英)钱塞勒

54 Chicago 2 [ʃi'kɑ:gəu] n.芝加哥（美国中西部城市）

55 Christina 1 [kri'sti:nə] n.克里斯蒂娜（女子名）

56 Christmas 1 n.圣诞节；圣诞节期间

57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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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9 classes 7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60 classmates 1 [k'lɑːsmeɪts] 同班同学

61 college 9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62 colleges 3 ['kɒlɪdʒɪz] 高校

63 Collin 1 n. 科林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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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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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67 considering 1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
68 contain 1 [kən'tein] vt.包含；控制；容纳；牵制（敌军） vi.含有；自制

69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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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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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covid 7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73 crush 1 [krʌʃ] vt.压碎；弄皱，变形；使…挤入 vi.挤；被压碎 n.粉碎；迷恋；压榨；拥挤的人群

74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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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77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78 dc 1 [ˌdiː 'siː ] abbr. 直流(=direct current) abbr. 哥伦比亚特区(=District of Columbia)

79 dean 1 n.院长；系主任；教务长；主持牧师

80 decrease 1 [di'kri:s, 'di:-, 'di:kri:s, di'k-] n.减少，减小；减少量 vi.减少，减小 vt.减少，减小

81 delay 1 [di'lei] vi.延期；耽搁 vt.延期；耽搁 n.延期；耽搁；被耽搁或推迟的时间 n.(Delay)人名；(英)迪莱；(法)德莱

82 delaying 1 [dɪ'leɪ] v. 耽搁；推迟；延误 n. 耽搁；延期；推迟

83 describing 1 [dɪsk'raɪbɪŋ] n. 描述物品 动词describe的现在分词.

84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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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doing 2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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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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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effectively 1 [i'fektivli] adv.有效地，生效地；有力地；实际上

89 endemic 2 [en'demik] adj.地方性的；风土的 n.地方病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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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etc 3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92 exist 1 [ig'zist] vi.存在；生存；生活；继续存在

93 expects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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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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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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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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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fine 1 [fain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细小的，精美的；健康的；晴朗的 n.罚款 vt.罚款；澄清 adv.很好地；精巧地 n.(Fine)人名；(意)菲
内；(英)法恩

100 finish 1 ['finiʃ] vt.完成；结束；用完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结束；完美；回味（葡萄酒）

101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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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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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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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106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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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Geor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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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Georgetown 3 ['dʒɔ:dʒtaun] n.乔治城（圭亚那首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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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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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graduate 1 ['grædʒuət, -eit, 'grædjueit, -dʒu-] vt.授予…学位；分等级；标上刻度 vi.毕业；渐变 n.研究生；毕业生 adj.毕业的；研究生
的

113 graduating 1 ['ɡrædʒuət] n. 毕业生 vt. 毕业；标以刻度；定等级 vi. 毕业；获学位；逐渐变得 adj. 毕业的；获得学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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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guess 1 [ges] vt.猜测；认为；推测；猜中 vi.猜；推测；猜中 n.猜测；推测 n.(Guess)人名；(英)格斯；(德)居斯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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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7 half 2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118 hall 1 n.过道，门厅，走廊；会堂；食堂；学生宿舍；大厅，前厅；娱乐中心，会所 n.（土）哈勒（人名）；（德、波、丹、
芬、瑞典）哈尔（人名）；（英）霍尔（人名）；（法）阿尔（人名）

119 halls 1 n. 霍尔斯(男名)

120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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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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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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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Henderson 1 ['hendəsn] n.亨德森（姓氏）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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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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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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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hoped 1 英 [həʊpt] 美 [hoʊpt] adj. 希望的；盼望的 动词ho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28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129 Howard 1 ['hauəd] n.霍华德（男子名）

130 Illinois 1 [,ili'nɔi(z)] n.伊利诺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131 imagined 1 [ɪ'mædʒɪn] vt. 想像；设想；料想；猜想；认为 vi. 想像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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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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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is 1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5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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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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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jake 1 [dʒeik] adj.上等的，满意的 n.家伙，乡下佬 n.(Jake)人名；(英)杰克(男子教名Jacob的昵称)

138 January 6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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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junior 1 ['dʒu:njə] adj.年少的；后进的；下级的 n.年少者，晚辈；地位较低者；大学三年级学生 n.(Junior)人名；(英)朱尼尔；(德)
尤尼奥尔

141 kaler 1 n. 卡勒

142 ken 1 n.视野范围，见地，知识范围

143 Kim 1 [kim] n.金姆（人名）

144 ki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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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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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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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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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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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151 li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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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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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l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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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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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Los 1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英)洛斯

158 lose 1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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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161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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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maynard 2 ['meinəd] n.梅纳德（男子名）

164 mean 1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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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66 mid 2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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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moving 2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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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much 1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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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m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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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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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174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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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northeastern 2 [,nɔ:θ'i:stən] adj.在东北的；东北方的；来自东北的

177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78 note 1 [nəut] n.笔记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纸币；便笺；照会；调子 vt.注意；记录；注解 n.(Note)人名；(英)诺特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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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of 2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81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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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one 3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
184 online 6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185 o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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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originally 1 [ə'ridʒənəli] adv.最初，起初；本来

187 others 3 pron.其他人

188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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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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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part 2 n.部分；角色；零件；一些；片段 vt.分离；分配；分开 vi.断裂；分手 adv.部分地 adj.部分的 n.(Part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帕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192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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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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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pers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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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pl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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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plans 2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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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postpone 1 [pəust'pəun, pə'sp-] vt.使…延期；把…放在次要地位；把…放在后面 vi.延缓，延迟；延缓发作

201 pres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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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professors 1 [prə'fesəz] 大学教授

203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204 quarter 2 ['kwɔ:tə] n.四分之一；地区；季度；一刻钟；两角五分；节 vi.住宿；驻扎 vt.将…四等分；供某人住宿 num.四分之一

205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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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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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rebuild 1 [,ri:'bild, 'ri:,bild] vt.重建；改造，重新组装；复原 vi.重建

209 reconnect 1 [ˌriː kə'nekt] v. 使再接合；重新连接

210 report 1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211 require 2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212 required 2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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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residence 2 ['rezidəns] n.住宅，住处；居住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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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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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riverside 1 ['rivəsaid] n.河边；河畔 adj.河畔的

217 robin 1 ['rɔbin] n.知更鸟 鸫

218 rooms 2 [ruːm] n. 房间；空间；机会 v. 寄宿；给…提供留宿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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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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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scheduled 1 英 ['ʃedju lːd] 美 ['skedʒəld] adj. 预定的；预先安排的 动词schedu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22 school 8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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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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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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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se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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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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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9 sho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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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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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31 sickness 1 ['siknis] n.疾病；呕吐；弊病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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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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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235 spending 2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236 spent 1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
237 spike 1 [spaik] n.长钉，道钉；钉鞋；细高跟 vt.阻止；以大钉钉牢；用尖物刺穿 n.(Spike)人名；(瑞典)斯皮克

238 spokeswoman 1 ['spəuks,wumən] n.女代言人，女代言人

239 sprea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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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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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242 Stat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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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stay 3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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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strange 1 [streindʒ] adj.奇怪的；陌生的；外行的 adv.奇怪地；陌生地，冷淡地 n.(Strange)人名；(英)斯特兰奇；(瑞典、塞)斯特
朗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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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students 13 [st'juːdnts] 学生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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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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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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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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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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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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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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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5 t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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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the 4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57 their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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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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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60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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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thinks 2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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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ti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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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to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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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6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267 told 3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68 to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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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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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trust 1 ['trʌst] n.信任，信赖；责任；托拉斯 vt.信任，信赖；盼望；赊卖给 vi.信任，信赖；依靠 n.(Trust)人名；(英)特拉斯特

271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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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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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universities 1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 rːsəti] n. 大学

275 university 14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76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277 us 3 pron.我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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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vi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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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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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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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85 Washington 3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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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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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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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weird 2 [wiəd] adj.怪异的；不可思议的；超自然的 n.（苏格兰）命运；预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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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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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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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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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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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97 wilcox 1 ['wilkɔks] n.威尔科特斯（姓氏）

298 will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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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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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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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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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2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03 year 6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04 you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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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