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1-12 [Education Report] Schools to Reopen in Chicago,
Others Move Online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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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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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ros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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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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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8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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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greement 2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11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2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3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4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5 and 1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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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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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pproval 1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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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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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s 2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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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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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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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 attendance 1 n.出席；到场；出席人数；考勤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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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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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9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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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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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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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iden 2 n. 拜登(姓氏)

34 blac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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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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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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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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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Caldwell 2 ['kɔ:ldwəl] n.考德威尔（姓氏）；考德威尔（地名）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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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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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harleston 1 ['tʃa:lstən] n.查尔斯顿（美国西弗吉尼亚州首府）

42 cheri 1 n. 谢里

43 Chicago 5 [ʃi'kɑ:gəu] n.芝加哥（美国中西部城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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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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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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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lassroom 2 ['klɑ:srum] n.教室

49 Cleveland 1 ['kli:vlənd] n.克利夫兰（美国城市）

50 clo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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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52 communication 1 n.通讯，[通信]通信；交流；信函

53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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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5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56 concerns 2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57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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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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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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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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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西)
迪尔

63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64 Detroit 4 [di'trɔit] n.底特律（美国一座城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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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67 dispute 1 [dis'pju:t, 'dis-] vt.辩论；怀疑；阻止；抗拒 vi.争论 n.辩论；争吵

68 district 4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69 districts 5 ['dɪstrɪkt] n. 地区；行政区 vt. 把 ... 划分成区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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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during 4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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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eighth 1 [eitθ, eiθ] adj.第八的；八分之一的 num.第八；八分之一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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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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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77 expanded 1 [ik'spendid] adj.扩充的；展开的 vt.扩大（expand的过去式）

78 extreme 1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
79 faced 2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80 families 2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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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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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felt 1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84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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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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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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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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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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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89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0 girls 1 ['ɡɜ lː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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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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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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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grade 2 [greid] n.年级；等级；成绩；级别；阶段 vt.评分；把…分等级 vi.分等级；逐渐变化 n.(Grade)人名；(英)格雷德；(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塞、瑞典)格拉德

95 greatly 2 ['greitli] adv.很，大大地；非常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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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7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98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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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hate 1 [heit] vt.憎恨；厌恶；遗憾 vi.仇恨 n.憎恨；反感 n.(Hate)人名；(法)阿特

100 hav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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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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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103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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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he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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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6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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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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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hispanic 1 [hi'spænik] adj.西班牙的

110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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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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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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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impacted 1 [im'pæktid] adj.压紧的；结实的；嵌入的；（人口）稠密的 v.装紧；挤满（impact的过去分词）

115 in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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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6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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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8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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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inequities 1 [ɪ'nekwɪtɪz] n. 不公平待遇 名词inequity的复数.

121 infected 1 [in'fektid] adj.被感染的 v.传染（infect的过去分词）

122 infections 3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23 instruction 3 [in'strʌkʃən] n.指令，命令；指示；教导；用法说明

124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5 issues 2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126 it 6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
性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.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，表示天气、时日、距离、状态、温度等等 abbr.信息技术
informationtechnology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27 Jackson 1 ['dʒæksn] n.杰克逊（男子名）；杰克逊（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城市）

128 jersey 1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
129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130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131 Joshua 1 ['dʒɔʃwə] n.约书亚；约书亚书

132 j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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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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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35 kid 1 [kid] n.小孩；小山羊 vt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vi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adj.小山羊皮制的；较年幼的 n.(Kid)人名；(英)基德

136 ki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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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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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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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la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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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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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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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144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
145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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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learning 8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48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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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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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levels 2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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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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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losing 1 ['lu:ziŋ] n.损失；失败 adj.输的；失败的；导致失败的 v.失去；损失（lose的ing形式）；错过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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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low 2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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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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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measures 3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161 mental 1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162 Michigan 1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
163 Milwaukee 1 [mil'wɔ:ki:] n.（美国）密尔沃基

164 miss 1 [mɪs] n.女士，小姐，年轻未婚女子 vt.错过，想念，缺（勤）

165 missed 1 [mɪs] n. [M-]小姐 vt. 想念 vt. 错过；漏掉

166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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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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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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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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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move 3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171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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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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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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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Newark 1 ['nju:ək] n.纽瓦克市（美国新泽西州港市）

176 Nikolai 1 n. 尼古拉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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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79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0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181 of 1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82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183 officials 4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84 Ohio 1 [əu'haiəu] n.俄亥俄州（美国一个州）

185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186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187 omicron 1 n.希腊字母第15字

188 On 1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着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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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online 9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191 op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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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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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organization 3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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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196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97 out 1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198 outbreaks 1 暴发

199 ov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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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parent 2 ['pεərənt] n.父亲（或母亲）；父母亲；根源 n.(Parent)人名；(法)帕朗；(英、西)帕伦特

201 parents 3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202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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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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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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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Peterson 2 n.彼得森（男子名）

208 place 2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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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positive 1 ['pɔzətiv, -zi-] adj.积极的；[数]正的，[医][化学]阳性的；确定的，肯定的；实际的，真实的；绝对的 n.正数；[摄]正片

211 prepared 1 adj.准备好的 v.准备（prepare的过去分词）

212 present 1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
213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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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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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pressing 1 ['presiŋ] n.压；冲压件 adj.紧迫的；迫切的；恳切的 v.压；按；熨烫衣物（press的ing形式） n.(Pressing)人名；(德)普
雷辛

216 previous 2 ['pri:vjəs] adj.以前的；早先的；过早的 adv.在先；在…以前

217 public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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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racial 1 ['reiʃəl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219 rat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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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221 reality 1 [ri'æləti, ri:-] n.现实；实际；真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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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rea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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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rebecca 1 [ri'bekə] n.丽贝卡（女子名，寓意迷人的美）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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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6 record 1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227 reduced 1 [ri'dju:st] adj.减少的；[数]简化的；缩减的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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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rejected 1 ['riː dʒekt] vt. 拒绝；排斥；驳回；丢弃 n. 不合格产品；被拒之人

230 remain 3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
231 remote 4 [ri'məut] adj.遥远的；偏僻的；疏远的 n.远程

232 reopen 1 [,ri:'əupən] vt.使再开，使重开 vi.重开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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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representing 1 [ˌreprɪ'zent] vt. 表现；表示；描绘；代表；象征；说明；阐明 vi. 提出异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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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retur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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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returned 2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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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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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
241 safety 3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242 said 10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
拉伯)赛义德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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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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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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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schools 8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47 s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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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8 sho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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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9 similar 2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50 simple 1 ['simpl] adj.简单的；单纯的；天真的 n.笨蛋；愚蠢的行为；出身低微者 n.(Simple)人名；(法)桑普勒

251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252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253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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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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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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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son 2 [sʌn] n.儿子；孩子（对年轻人的称呼）；男性后裔 n.(Son)人名；(土、老、柬)松；(法、罗)索恩；(日)存(名)；(日)孙
(姓)；(越)山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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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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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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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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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students 6 [st'juːdnts] 学生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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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sudden 1 ['sʌdən] adj.突然的，意外的；快速的 n.突然发生的事

264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265 switched 1 [s'wɪtʃt] adj. 转换的 动词swit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66 system 4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67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268 teachers 7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269 teenage 1 ['ti:neidʒ] adj.青少年的；十几岁的 n.青少年时期

270 test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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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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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t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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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the 3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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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76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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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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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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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this 3 [ðis, 弱ðəs] pron.这；这个；这里 adj.这；本；这个；今 adv.这样地；这么 n.(This)人名；(法)蒂斯

281 time 1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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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3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84 twins 1 [twins] n.双生子，双胞胎（twin的复数）

285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86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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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vaccination 2 [,væksi'neiʃən] n.接种疫苗；种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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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
291 variant 1 ['vεəriənt] adj.不同的；多样的 n.变体；转化

292 variants 1 变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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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vitti 1 维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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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voted 1 英 [vəʊt] 美 [voʊt] n. 选举权；投票；选举；投票结果 v. 表决；选举；投票

297 Warner 2 ['wɔ:nə] n.警告者；报警器 n.(Warner)人名；(英)沃纳；(德、瑞典)瓦尔纳

298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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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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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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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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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Wednesday 2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303 week 3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04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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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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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while 2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309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310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311 Wisconsin 1 [wis'kɔnsin] n.威斯康星州（美国州名）

312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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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4 wor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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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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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17 worried 1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
318 worse 2 [wə:s, 'wə:s] adj.更坏的；更差的；更恶劣的（bad的比较级）；（病情）更重的（ill的比较级） adv.更糟；更坏；更恶劣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319 worsened 1 英 ['wɜːsn] 美 ['wɜ rːsn] v. (使)更坏；（使) 恶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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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22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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