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3-16 [Education Report] Face Covering Requirements End,
But Some US Parents Are Worried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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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1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4 i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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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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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mask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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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r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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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9 said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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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new 8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1 of 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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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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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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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their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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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can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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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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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t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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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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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district 5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22 it 5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性
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.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，表示天气、时日、距离、状态、温度等等 abbr.信息技术
informationtechnology

23 requirements 5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24 wi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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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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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mong 4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27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8 city 4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29 en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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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fac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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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his 4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32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33 march 4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威；
进行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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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or 4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
36 requirement 4 [ri'kwaiəmənt] n.要求；必要条件；必需品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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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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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wearing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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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York 4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40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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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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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 Boston 3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
43 coverings 3 ['kʌvərɪŋz] n. 覆盖物

44 he 3 [hi:, 弱 hi, i:, i] n.男孩，男人；它（雄性动物） pron.他 n.(He)人名；(日)户(姓)；(朝)海；(柬)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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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kee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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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la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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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mandate 3 ['mændeit] n.授权；命令，指令；委托管理；受命进行的工作 vt.授权；托管

49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50 Massachusetts 3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
51 no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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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53 official 3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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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rate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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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rule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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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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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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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9 students 3 [st'juːdnts] 学生

60 teachers 3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61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62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63 week 3 [wi:k] n.周，星期

64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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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ages 2 [eɪdʒ] n. 年龄；时代；时期；长时间 v. （使）变老；（使）陈化

67 all 2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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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bello 2 ['bejɔ:] n.贝罗（姓氏）

70 bishop 2 n.（基督教的）主教；（国际象棋的）象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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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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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Cities 2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75 consideration 2 [kən,sidə'reiʃən] n.考虑；原因；关心；报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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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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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dropped 2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
79 educators 2 ['edʒʊkeɪtəz] 教育者

80 ended 2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81 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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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focus 2 ['fəukəs] n.焦点；中心；清晰；焦距 vt.使集中；使聚焦 vi.集中；聚焦；调节焦距 n.(Focus)人名；(瑞典)福库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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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84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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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86 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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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7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88 jack 2 [dʒæk] n.千斤顶；[电]插座；男人 vt.增加；提醒；抬起；用千斤顶顶起某物 adj.雄的

89 Jacob 2 ['dʒeikəb] n.雅各（以色列人的祖先）；雅各布（男子名）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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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justification 2 [,dʒʌstifi'keiʃən] n.理由；辩护；认为有理，认为正当；释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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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lifted 2 [lɪft] vt. 举起；运送；偷窃；升高；还清；取消 vi. 提升 n. 举起；提升；电梯；搭便车；帮助；载货量；扒窃

94 longer 2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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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major 2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97 mandates 2 ['mændeɪt] n. 命令；指令；要求；授权 v. 把(某一地区)置于委任管理下

98 Monday 2 ['mʌndi] n.星期一

99 nearly 2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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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102 optional 2 adj.可选择的，随意的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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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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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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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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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08 removed 2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109 required 2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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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saying 2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112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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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so 2 ['səu, 弱 sə] adv.如此，这么；确是如此 conj.所以；因此 pron.这样 n.(So)人名；(柬)索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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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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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statewide 2 ['steit'waid] adj.遍及全州的 遍及全州地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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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student 2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120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121 tak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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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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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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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25 unions 2 Union Islands of the Pacific also called Tokelaus 太平洋联合岛屿,又称托克劳群岛

126 vaccinated 2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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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vaccination 2 [,væksi'neiʃən] n.接种疫苗；种痘

128 Washington 2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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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wear 2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131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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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134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35 wor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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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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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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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acceptable 1 [ək'septəbl] adj.可接受的；合意的；可忍受的

139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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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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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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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44 agreement 1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145 agreements 1 [əɡ'riː mənts] n. 协定

146 Alaska 1 [ə'læskə] n.阿拉斯加州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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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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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anchorage 1 ['æŋkəridʒ] n.锚地；下锚；停泊税

150 andrea 1 ['ændriə; ɔ:n'dreiə] n.安德里亚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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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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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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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arguments 1 ['ɑːɡjʊmənts] n. 争论 名词argume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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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associated 1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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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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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160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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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balance 1 ['bæləns] n.平衡；余额；匀称 vt.使平衡；结算；使相称 vi.保持平衡；相称；抵销 n.(Balance)人名；(西)巴兰塞

163 basically 1 ['beisikəli] adv.主要地，基本上

164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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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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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Belmont 1 [bel'mɔnt] n.贝尔蒙（一种烟的名字）；贝尔蒙特（酒店名）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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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boards 1 ['bɔː dz] n. 护板；舞台 名词board的复数形式.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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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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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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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carefully 1 ['kɛəfəli] adv.小心地

175 carter 1 ['kɑ:tə] n.运货马车夫，驾驶货车的人

176 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
177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178 CDC 1 abbr. 疾病控制中心(=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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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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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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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2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183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184 Connecticut 1 n.美国康涅狄格州（位于美国东北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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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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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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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court 1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(法)库尔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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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Dallas 1 ['dæləs] n.达拉斯（美国城市）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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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decide 1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195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96 decisions 1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
197 Delaware 1 ['deləwɛə] n.特拉华州（位于美国东部）

198 derrick 1 ['derik] n.起重机，[机]转臂起重机；油井的铁架塔 n.(Derri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瑞典)德里克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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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disagree 1 [,disə'gri:] vi.不同意；不一致；争执；不适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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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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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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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205 drop 1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206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207 elementary 1 [,eli'mentəri] adj.基本的；初级的；[化学]元素的

208 ending 1 ['endiŋ] n.结局；结尾

209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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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212 everybody 1 ['evri,bədi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

213 falling 1 ['fɔ:liŋ] adj.下降的；落下的 n.下降；落下；陷落 v.落下（fall的ing形式） n.(Falling)人名；(瑞典)法林

214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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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Federal 1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216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217 fights 1 [faɪt] n. 战斗；打架；斗志 vt. 打架；对抗 vi. 奋斗；斗争；争吵

218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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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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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glad 1 adj.高兴的；乐意的 vt.使......高兴 n.(Glad)人名；(塞、瑞典)格拉德；(英)格莱德；(法、挪)格拉

223 g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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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4 grad 1 [græd] n.毕业生；校友 n.(Gra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罗、瑞典)格拉德

225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226 guidelines 1 ['ɡaɪdlaɪnz] n. 指导方针；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.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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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8 happily 1 ['hæpili] adv.快乐地；幸福地；幸运地；恰当地

229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230 harder 1 [ha:də] adj.更难的；更努力的；更坚固的（hard的比较级） n.(Har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哈德

231 healthy 1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
232 hearing 1 ['hiəriŋ] n.听力；审讯，听讯 v.听见（hear的ing形式） n.(Hearing)人名；(英)希尔林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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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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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5 ho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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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Houston 1 ['hju:stən] n.休斯顿（美国得克萨斯州港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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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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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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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island 1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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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Jala 1 雅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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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
245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46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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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8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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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251 Latin 1 ['lætin] adj.拉丁语的；拉丁人的 n.拉丁语；拉丁人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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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53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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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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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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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57 lifting 1 ['liftiŋ] adj.举起的，起重的 n.举起，起重；提高，上升 v.举起，抬起（lift的ing形式）

258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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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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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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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l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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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make 1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263 melissa 1 [mə'lisə] n.梅利莎（女子名）；蜜蜂花

264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265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266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67 moral 1 ['mɔrəl, 'mɔ:-] adj.道德的；精神上的；品性端正的 n.道德；寓意 n.(Moral)人名；(德、法、西、葡、土)莫拉尔

268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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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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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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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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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moves 1 [muːv] n.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.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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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275 Needham 1 ['ni:dəm] 尼达姆（姓氏）

276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277 officially 1 [ə'fiʃəli] adv.正式地；官方地；作为公务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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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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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onl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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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ord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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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Oregon 1 ['ɔrigən; -gɔn] n.俄勒冈州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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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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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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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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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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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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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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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pl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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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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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pres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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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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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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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pronounced 1 [prəu'naunst] adj.显著的；断然的；讲出来的 v.发音；宣告；断言（pronounce的过去分词）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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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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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303 removing 1 [riː 'muːvɪŋ] n. 消除；排除；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04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05 rhode 1 [rəud] n.罗德岛

306 ri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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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rule 1 [ru:l] vi.统治；管辖；裁定 n.统治；规则 vt.统治；规定；管理；裁决；支配 n.(Rule)人名；(英)鲁尔；(塞)鲁莱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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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
310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311 s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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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specific 1 [spi'sifik] adj.特殊的，特定的；明确的；详细的；[药]具有特效的 n.特性；细节；特效药

313 spellings 1 n. 斯佩林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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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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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317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318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319 supporters 1 [sə'pɔː 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
320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321 teacher 1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322 theirs 1 [ðεəz] pron.他们的；她们的；它们的

323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324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325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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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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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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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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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tire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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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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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tradeoff 1 ['treɪdˌɔː f] n. 交易；交换

333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
334 understanding 1 [,ʌndə'stændiŋ] n.谅解，理解；理解力；协议 adj.了解的；聪明的；有理解力的 v.理解；明白（understand的ing
形式）

335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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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338 urging 1 [ɜːdgɪŋ] adj. 催促的；紧迫的 动词urge的现在分词.

339 us 1 pron.我们

340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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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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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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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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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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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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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work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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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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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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