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4-10 [Education Report] Native Scholars Work to Prevent
Fraud at Universitie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3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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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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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and 2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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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i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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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native 13 ['neitiv] adj.本国的；土著的；天然的；与生俱来的；天赋的 n.本地人；土产；当地居民

9 tha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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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not 1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1 people 1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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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o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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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who 10 pron.谁；什么人

15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6 university 9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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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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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college 8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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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sh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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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 a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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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frauds 7 [f'rɔː dz] 舞弊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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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6 ancestry 6 ['ænsestri] n.祖先；血统

27 be 6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8 claim 6 [kleim] vi.提出要求 vt.要求；声称；需要；认领 n.要求；声称；索赔；断言；值得

29 indigenous 6 [in'didʒinəs] adj.本土的；土著的；国产的；固有的

30 American 5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31 americans 5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32 claim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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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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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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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keeler 5 ['ki:lə] n.驳船船员（等于keelman）；用来测量液体的容器 n.(Keeler)人名；(英)基勒

36 long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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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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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something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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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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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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list 4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42 queen 4 [kwi:n] n.女王，王后；（纸牌中的）皇后；（蜜蜂等的）蜂王 vt.使…成为女王或王后 vi.做女王 n.(Queen)人名；(英)奎
因

43 s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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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som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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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stor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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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VOA 4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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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8 Barnes 3 [ba:nz] n.巴尔内斯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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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began 3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51 Canada 3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52 fraud 3 [frɔ:d] n.欺骗；骗子；诡计 n.(Fraud)人名；(法)弗罗

53 identified 3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4 identity 3 [ai'dentəti] n.身份；同一性，一致；特性；恒等式

55 job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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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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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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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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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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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plac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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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problem 3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62 require 3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63 scholars 3 [s'kɒləz] n. 学者；专家；士人；学生 名词scholar的复数形式.

64 such 3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65 tribe 3 [traib] n.部落；族；宗族；一伙 n.(Tribe)人名；(英)特赖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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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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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ac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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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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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admission 2 [əd'miʃən] n.承认；入场费；进入许可；坦白；录用

72 anonymous 2 [ə'nɔniməs] adj.匿名的，无名的；无个性特征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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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ben 2 [ben] n.本（男子名）；（苏格兰）内室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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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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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Canadian 2 [kə'neidiən] adj.加拿大（人）的 n.加拿大人

78 card 2 [kɑ:d] n.卡片；纸牌；明信片 vt.记于卡片上 n.(Card)人名；(英)卡德

79 confirm 2 [kən'fə:m] vt.确认；确定；证实；批准；使巩固

80 considered 2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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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crazy 2 ['kreizi] adj.疯狂的；狂热的，着迷的

82 criticized 2 ['krɪtɪsaɪz] v. 批评；挑剔；评论；非难；吹毛求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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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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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discussion 2 [dis'kʌʃən] n.讨论，议论

86 dismissed 2 [dɪs'mɪst] adj. 解散的；摒弃的；解雇的 动词dismi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87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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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document 2 n.文件，公文；[计]文档；证件 vt.记录，记载

89 education 2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90 employees 2 [ˌemplɔɪ'iː 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
91 ensure 2 [in'ʃuə] vt.保证，确保；使安全

92 evidence 2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93 examined 2 [ɪg'zæmɪnd] adj. 检查过的；诊察过的；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94 false 2 [fɔ:ls] adj.错误的；虚伪的；伪造的 adv.欺诈地

95 falsely 2 ['fɔ:lsli] adv.错误地；虚伪地；不实地

96 fnu 2 [f'nʌ] first name unknown 不为所知的名字

97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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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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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0 history 2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01 hunt 2 [hʌnt] vt.打猎；搜索 vi.打猎；搜寻 n.狩猎；搜寻 n.(Hunt)人名；(德、瑞典)洪特；(英)亨特；(法)安

102 identification 2 [ai,dentifi'keiʃən] n.鉴定，识别；认同；身份证明

103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04 investigate 2 [in'vestigeit] v.调查；研究

105 issu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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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jacqueline 2 ['dʒækwəli:n] n.杰奎琳（女子名）

107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08 leaders 2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109 license 2 ['laisəns] n.执照，许可证；特许 vt.许可；特许；发许可证给

110 lying 2 adj.说谎的；躺着的，卧着的 n.说谎；横卧

111 march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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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13 m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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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nations 2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115 natives 2 ['neɪtɪvz] 土著

116 official 2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117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18 Oklahoma 2 [,əuklə'həumə] n.美国俄克拉荷马州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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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online 2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121 permission 2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
122 policy 2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23 positions 2 [pə'ziʃənz] n.[水运]位置（position的复数）；定位

124 process 2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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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 professionals 2 [prə'feʃənl] adj. 职业的; 专业的 n. 专家; 内行

126 professor 2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127 prote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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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rep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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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resident 2 adj.居住的；定居的 n.居民；住院医生

130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31 seekers 2 truth-seeking Quakers 寻求真理的教友派信徒

132 shand 2 n. 尚德

133 Shawnee 2 [ʃɔ:'ni:] n.肖尼（美国城市）；美国萧尼族印第安人；萧尼语

134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135 show 2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136 six 2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137 smith 2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138 special 2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139 susan 2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140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141 think 2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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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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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trauma 2 ['trɔ:mə; 'trau-] n.[外科]创伤（由心理创伤造成精神上的异常）；外伤 n.(Trauma)人名；(西)特劳马

145 tribal 2 ['traibəl] adj.部落的；种族的 n.(Tribal)人名；(法)特里巴尔

146 tribes 2 特里韦斯

147 validate 2 ['vælideit] vt.证实，验证；确认；使生效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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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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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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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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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153 witch 2 [witʃ] n.巫婆，女巫 vt.迷惑；施巫术

154 wrote 2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155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56 accusations 1 n.指责( accusation的名词复数 ); 指控; 控告; （被告发、控告的）罪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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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actor 1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
159 actors 1 ['æktəz] n.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.

160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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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163 admitting 1 [əd'mɪtɪŋ] v. 接纳(导入)；承认（动词admit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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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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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Algonquin 1 [æl'gɔŋkwin] n.阿尔冈琴族；阿冈昆

167 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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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69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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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171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72 ancestors 1 ['ænsestəz] n. 祖先；前辈 名词ancestor的复数形式.

173 ancestral 1 [æn'sestrəl] adj.祖先的；祖传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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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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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177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178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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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artists 1 英 ['a:tists] 美 ['ɑ:tists] n. 艺术家（名词artist的复数形式）

181 arts 1 [a:ts] n.文科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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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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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asks 1 英 [ɑːsk] 美 [æsk] v. 询问；请求；邀请；要求；开价；期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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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attendees 1 n.（会议等的）出席者( attendee的名词复数 )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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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backgrounds 1 ['bækɡraʊndz] 时代背景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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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belonged 1 [bɪ'lɒŋd] v. 应归入；属于（动词belon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91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192 boo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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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border 1 ['bɔ:də] n.边境；边界；国界 vt.接近；与…接壤；在…上镶边 vi.接界；近似 n.(Border)人名；(英)博德

194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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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Canadians 1 n.加拿大人( Canadian的名词复数 )

197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198 cecily 1 ['sisili] n.塞西莉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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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201 chair 1 [tʃεə] n.椅子；讲座；（会议的）主席位；大学教授的职位 vt.担任（会议的）主席；使…入座；使就任要职 n.(Chair)人
名；(法)谢尔

202 Cherokee 1 [,tʃerə'ki:] n.彻罗基族人（北美印第安人之一族）

203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204 circles 1 英 ['sɜːkl] 美 ['sɜ rːkl] n. 圆圈；圈子；包厢 v. 划圈；包围；盘旋；环绕

205 clearly 1 ['kliəli] adv.清晰地；明显地；无疑地；明净地

206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207 Cody 1 ['kəudi] n.科迪（姓氏）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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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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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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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condemned 1 [kən'demd] adj.已被定罪的；被责难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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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cornsilk 1 [kɔː n'sɪlk] 玉米雌穗花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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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culture 1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215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216 damaging 1 ['dæmidʒiŋ] adj.有破坏性的，损害的；诽谤的 v.破坏（damag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；损害

217 Dartmouth 1 ['dɑ:tməθ] n.达特茅斯（英国港口）

218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219 debated 1 [dɪ'beɪt] n. 辩论；讨论 vt. 争论；思考 vi. 辩论

220 demanded 1 英 [dɪ'mɑːnd] 美 [dɪ'mænd] n. 要求；需求 v. 要求；查问；需要

221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222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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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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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5 driver 1 [draivə] n.驾驶员；驱动程序；起子；传动器 n.(Driver)人名；(德)德里弗；(英)德赖弗

226 employers 1 [ɪmp'lɔɪəz] 用人单位

227 employment 1 [im'plɔimənt] n.使用；职业；雇用

228 employs 1 [ɪm'plɔɪ] v. 雇佣；使用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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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enter 1 ['entə] vt.进入；开始；参加 vi.参加，登场；进去 n.[计]输入；回车 n.(Enter)人名；(英)恩特

231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232 establish 1 [i'stæbliʃ] vt.建立；创办；安置 vi.植物定植

233 ethical 1 ['eθikəl] adj.伦理的；道德的；凭处方出售的 n.处方药

234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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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experiences 1 英 [ɪk'spɪəriəns] 美 [ɪk'spɪriəns] n. 经验；经历 v. 经历；体验；感受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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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explore 1 [ik'splɔ:] vt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 vi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

239 eyes 1 n.眼睛（eye的复数） n.(Eyes)人名；(英)艾斯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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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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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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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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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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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genealogies 1 [ˌdʒiː ni'ælədʒi] n. 家系；宗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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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248 govern 1 ['gʌvən] vt.管理；支配；统治；控制 vi.居支配地位；进行统治 n.(Govern)人名；(英)戈文

249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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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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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healing 1 ['hi:liŋ] adj.能治愈的 n.康复 v.治疗（heal的现在分词）

253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254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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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hey 1 [hei] int.喂！（引起注意等）；你好！（表示问候） n.干草（等于hay） n.(Hey)人名；(法)埃；(柬)海；(德、英)海伊

257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258 hilleary 1 n. 希勒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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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hire 1 [haiə] n.雇用，租用；租金，工钱 vt.雇用；出租 vi.雇用，租用；受雇

260 historians 1 [hɪs'tɔː riənz] 历史学家

261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262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63 independent 1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
264 independently 1 [,indi'pendəntli] adv.独立地；自立地

265 intend 1 [in'tend] vt.打算；想要；意指 vi.有打算

266 intends 1 [ɪn'tend] vt. 想要；打算；意指

267 into 1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
268 investigating 1 [ɪn'vestɪɡeɪt] v. 调查；研究

269 iron 1 ['aiən] n.熨斗；烙铁；坚强 vt.熨；用铁铸成 adj.铁的；残酷的；刚强的 vi.熨衣；烫平 n.(Iron)人名；(英)艾恩

270 Italian 1 adj.意大利的；意大利语的；意大利文化的 n.意大利人；意大利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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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jackie 1 ['dʒæki] n.杰基（人名）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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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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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Kim 1 [kim] n.金姆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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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knows 1 英 [nəʊ] 美 [noʊ] v. 了解；知道；认识 n. 知情

278 language 1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279 l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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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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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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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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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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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285 legal 1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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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letter 1 ['letə] n.信；字母，文字；证书；文学，学问；字面意义 vt.写字母于 vi.写印刷体字母 n.(Letter)人名；(英)莱特

288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89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290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291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292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293 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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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295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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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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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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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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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movies 1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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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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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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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
304 names 1 [neɪmz] n.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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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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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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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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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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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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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Ontario 1 n.安大略省（加拿大省份） n.安大略湖（北美五大湖之一） n.安大略市（美国加州南部城市）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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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organizers 1 ['ɔː ɡənaɪzəz] n. 组织者（organizer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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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ottman 1 奥特曼

318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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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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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overrun 1 [,əuvə'rʌn, 'əuvərʌn] n.泛滥成灾；超出限度 vt.泛滥；超过；蹂躏 vi.泛滥；蔓延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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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p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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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peoples 1 ['piː plz] n. 民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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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
327 placed 1 [pleɪst] adj. 名列前茅的（多指赛马）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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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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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politics 1 ['pɔlitiks] n.政治，政治学；政治活动；政纲

331 presented 1 ['preznt] n. 礼物；现在 adj. 出席的；现在的；当前的；存在的 v. 提出；赠送；呈现

332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333 pretends 1 [prɪ'tend] v. 假装；装作；自以为

334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335 processes 1 n.过程；[计]进程（process的复数） v.处理（proces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加工

336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337 professions 1 [prə'feʃnz] 职业

338 professors 1 [prə'fesəz] 大学教授

339 profit 1 ['prɔfit] n.利润；利益 vi.获利；有益 vt.有益于 n.(Profit)人名；(法)普罗菲

340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341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342 proof 1 [pru:f] n.证明；证据；校样；考验；验证；试验 adj.防…的；不能透入的；证明用的；耐…的 vt.试验；校对；使不被穿
透

343 protest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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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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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public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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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publishing 1 ['pʌbliʃiŋ] n.出版；出版业 adj.出版的；出版业的 v.出版；发行（publish的现在分词形式）；发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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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 pull 1 [pul] vt.拉；拔；拖 vi.拉，拖；拔 n.拉，拉绳；拉力，牵引力；拖 n.(Pull)人名；(法)皮尔；(德、瑞典)普尔

348 punishing 1 ['pʌniʃiŋ] adj.严厉的；打击沉重的；精疲力尽的 v.惩罚；折磨（punish的ing形式）

349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350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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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reads 1 [riː d] v. 识字；阅读；朗读；理解；读到；猜测；读唇语；写着；读起来（给人以某种印象）；显示；看读数；听到；
将...改为；攻读；（计算机）读盘 n. 阅读；好读物 adj. 博学的；熟知的

353 reas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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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recognized 1 ['rekəɡnaɪzd] adj. 公认的；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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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reporter 1 [ri'pɔ:tə] n.记者

357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358 researchers 1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359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360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361 rightly 1 ['raitli]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公正地；合适地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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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sane 1 [sein] adj.健全的；理智的；[临床]神志正常的 n.(Sane)人名；(日)实(姓)；(日)实(名)；(芬、塞、冈、几比、塞内)萨内

364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365 scholar 1 ['skɔlə] n.学者；奖学金获得者
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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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self 1 [self] n.自己，自我；本质；私心 adj.同一的 vt.使自花授精；使近亲繁殖 vi.自花授精 n.(Self)人名；(英)塞尔夫

368 senior 1 ['si:njə] adj.高级的；年长的；地位较高的；年资较深的，资格较老的 n.上司；较年长者；毕业班学生 n.(Senior)人名；
(英)西尼尔

369 shaping 1 ['ʃeɪpɪŋ] n. 成形；塑造 动词shape的现在分词.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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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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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solution 1 [sə'lju:ʃən] n.解决方案；溶液；溶解；解答

373 somebody 1 ['sʌm,bɔdi, -bʌ-, -bə-] n.大人物；重要人物 pron.有人；某人

374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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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st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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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378 stepping 1 英 [stepɪŋ] 美 ['stepɪŋ] n. 步进(通过透镜天线后波前的取平；改变)

3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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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stori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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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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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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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subject 1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
384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3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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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suspects 1 [sə'spekt] v. 怀疑；猜想 n. 嫌疑犯 adj. 可疑的；不可信的

387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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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television 1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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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1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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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2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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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thinks 1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
395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96 tim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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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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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99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400 treatment 1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401 trick 1 [trik] n.诡计；恶作剧；窍门；花招；骗局；欺诈 vt.欺骗；哄骗；装饰；打扮 vi.哄骗；戏弄 adj.特技的；欺诈的；有决
窍的 n.(Trick)人名；(英)特里克

4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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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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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truth 1 [tru:θ] n.真理；事实；诚实；实质

405 tr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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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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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uncover 1 [,ʌn'kʌvə] vt.发现；揭开；揭露 vi.发现；揭示；揭去盖子

408 unfairly 1 [ʌn'fɛəli] adv.不公平地；不正当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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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unsettling 1 [ʌn'setliŋ] adj.使人不安的；（消息）扰乱的 v.动乱不定；心绪不宁（unsettle的ing形式）
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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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us 1 pron.我们

4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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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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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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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6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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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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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whites 1 ['waɪts] n. 白带；白色衣物；白糖 名词white的复数形式.

419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420 wider 1 [waɪdə] adj. 更宽的；更广阔的

421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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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willing 1 ['wiliŋ] adj.乐意的；自愿的；心甘情愿的 v.决心；用意志力驱使；将（财产等）遗赠某人（will的现在分词） n.(Willing)
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维林；(英)威林

4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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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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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5 worker 1 ['wə:kə] n.工人；劳动者；职蚁 n.(Worker)人名；(英)沃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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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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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429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430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431 writers 1 ['raɪtəz] 作家

432 written 1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
433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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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5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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