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7-31 [Education Report] Useful Tips and Advice for Those
Applying for Student Visa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le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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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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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buja 1 [a:'bu:dʒa:] n.阿布贾（尼日利亚现在的首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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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ccepted 2 [ək'septid] adj.公认的；录取的；可接受的；已承兑的 v.接受（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

6 account 2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
7 accounts 1 [ə'kaʊnts] n. 帐目；叙述；账户；客户，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.

8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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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dmitted 1 [əd'mitid] adj.公认的；被承认了的 v.承认（admit的过去分词）

11 advice 1 [əd'vais] n.建议；忠告；劝告；通知

12 advise 1 [əd'vaiz] vt.建议；劝告，忠告；通知；警告 vi.建议；与…商量

13 advised 2 [əd'vaizd] adj.考虑过的；细想过的 v.建议（advise的过去分词）；劝告

14 advisers 1 [əd'vaɪzəz] 班主任

15 afford 1 [ə'fɔ:d] vt.给予，提供；买得起 n.(Afford)人名；(英)阿福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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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gain 2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18 aim 1 vt.目的在于；引导；把…对准 vi.打算；对准目标；瞄准 n.目的；目标；对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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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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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nswers 1 英 ['ɑːnsə(r)] 美 ['ænsər] v. 回答；答复；接电话 n. 答案；回答；答复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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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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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pplication 2 n.应用；申请；应用程序；敷用；（对事物、学习等）投入

26 applications 2 [æplɪ'keɪʃəns] n. 申请书；应用程序 名词application的复数形式.

27 apply 2 [ə'plai] vt.申请；涂，敷；应用 vi.申请；涂，敷；适用；请求

28 applying 1 [ə'plaɪ] vt. 应用；涂；使专心从事 vi. 申请；有关联

29 are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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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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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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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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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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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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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36 Bangladesh 2 [,ba:ŋglə'deʃ] n.孟加拉国（亚洲国家）

37 be 1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8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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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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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42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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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43 blue 1 n.蓝色；[复数]（美国海、陆、空三军穿的）蓝色制服；蓝颜料；[theblue(s)][用作单数或复数]布鲁斯（歌曲）（一种伤
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.蓝色的；沮丧的，忧郁的；下流的 vt.把…染成蓝色；使成蓝色；给…用上蓝剂；用上蓝剂于 vi.变成
蓝色，呈蓝色 n.（英、西、意）布卢（人名）

44 box 3 [bɔks] n.箱，盒子；包厢；一拳 vi.拳击 vt.拳击；装…入盒中；打耳光 n.(Box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博克斯

45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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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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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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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an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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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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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52 chances 1 英 [tʃɑːns] 美 [tʃæns] n. 可能性；机会；偶然性 v. 偶然发生；碰巧；冒 ... (的险)

53 circle 1 ['sə:kl] n.循环，周期；圆；圈子；圆形物 vi.盘旋，旋转；环行 vt.画圆圈；环绕…移动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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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5 classes 2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56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除；
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57 click 1 [klik] vt.点击；使发咔哒声 vi.作咔哒声 n.单击；滴答声

58 college 2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59 co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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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om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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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1 comment 4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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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64 completing 1 [kəm'pliː t] adj. 完整的；完成的；彻底的 vt. 完成；使完美；使圆满；填（表格等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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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ountries 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67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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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69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70 creighton 3 克赖顿 n.(Creighton)人名；(英)克赖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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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days 3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73 degree 1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
74 del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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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department 3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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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difficulties 1 ['dɪfɪkəlti] n. 困难；争议；麻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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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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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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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done 2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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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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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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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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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embassies 1 ['embəsi] n. 大使馆；大使全体人员

88 embassy 2 ['embəsi] n.大使馆；大使馆全体人员

89 English 9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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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enroll 1 [in'rəul] vt.登记；使加入；把...记入名册；使入伍 vi.参加；登记；注册；记入名册

91 enrollment 1 [in'rəulmənt] n.登记；入伍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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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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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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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example 3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97 exchange 1 [iks'tʃeindʒ] n.交换；交流；交易所；兑换 vt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 vi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

98 express 1 [ik'spres] vt.表达；快递 adj.明确的；迅速的；专门的 n.快车，快递，专使；捷运公司

99 f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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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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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false 1 [fɔ:ls] adj.错误的；虚伪的；伪造的 adv.欺诈地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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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104 field 1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105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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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for 2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8 formally 1 ['fɔ:məli] adv.正式地；形式上

109 four 2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10 fraudulent 2 ['frɔ:djulənt] adj.欺骗性的；不正的

111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112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113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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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get 5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16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117 getting 3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118 Ghana 1 ['gɑ:nə] n.加纳（非洲西部国家）

119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120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121 google 1 [gu:gl] 谷歌；谷歌搜索引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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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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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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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5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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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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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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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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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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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1 here 4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32 herself 1 [hə:'self] pron.她自己（she的反身代词）；她亲自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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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
135 holds 1 英 [həʊldz] 美 [hoʊldz] n. 货舱；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.

136 h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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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honest 1 ['ɔnist] adj.诚实的，实在的；可靠的；坦率的

138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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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141 IELTS 1 ['aɪelts]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；国际英语考试；雅思考试； abbr.；= The International English
Language Testing System 国际英语能力测验系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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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image 1 ['imidʒ] n.影像；想象；肖像；偶像 vt.想象；反映；象征；作…的像 n.(Image)人名；(法)伊马热

144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145 immediately 1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
146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47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
148 in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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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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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51 intention 1 [in'tenʃən] n.意图；目的；意向；愈合

152 intentions 1 n. 《意图》；奥斯卡·王尔德(Oscar Wilde)著

153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154 international 5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155 interview 5 ['intəvju:] n.接见，采访；面试，面谈 vt.采访；接见；对…进行面谈；对某人进行面试

156 interviews 3 英 ['ɪntəvju ]ː 美 ['ɪntərvju ]ː n. 面谈；会见；面试；接见 vt. 接见；采访；对 ... 进行面试 vi. 面试；采访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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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59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60 i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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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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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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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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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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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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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Korea 1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168 language 1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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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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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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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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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173 learning 3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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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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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lett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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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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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179 loan 1 [ləun] n.贷款；借款 vi.借出 vt.借；借给

180 login 1 英 ['lɒɡɪn] 美 ['lɔː ɡɪn] n. 登录；注册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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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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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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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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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86 media 2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187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188 megan 1 [megə:ŋ] n.梅根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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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Midwestern 1 ['mid'westən] adj.美国中西部的

191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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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mo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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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Nebraska 1 [ni'bræskə] n.内布拉斯加州

195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96 Nepal 1 [ni'pɔ:l; -'pɑ:l] n.尼泊尔（亚洲国家）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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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newspaper 1 ['nju:s,peipə, 'nju:z-] n.报纸 报社 旧报纸

199 Nigeria 2 [nai'dʒiəriə] n.尼日利亚（位于非洲）

200 n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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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02 note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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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3 noting 1 英 ['nəʊtɪŋ] 美 ['noʊtɪŋ] n. 注释法；计算法 动词no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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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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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207 of 1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08 offers 1 英 ['ɒfə(r)] 美 ['ɔː fər] vt. 提供；提出；（卖方）出价；贡献 vi. 提议；出现；求婚 n. 提议；出价

209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210 officer 1 ['ɔfisə, 'ɔ:-] n.军官，警官；公务员，政府官员；船长 vt.指挥 n.(Officer)人名；(英)奥菲瑟

211 officers 1 n.军官，人员（officer复数形式）

212 officially 1 [ə'fiʃəli] adv.正式地；官方地；作为公务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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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214 Omaha 1 ['əuməha:] n.奥马哈市（美国内布拉斯加州）；美国奥马哈族印第安人；奥马哈

215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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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on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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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openly 1 adv.公开地；公然地；坦率地

218 opt 4 [ɔpt] vi.选择

219 optional 1 adj.可选择的，随意的

220 or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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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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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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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24 others 4 pron.其他人

225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26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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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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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permits 2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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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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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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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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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34 possibly 1 ['pɔsəbli] adv.可能地；也许；大概

235 practical 1 ['præktikəl] adj.实际的；实用性的

236 practice 5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237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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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240 process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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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procrastinate 2 [prəu'kræstineit] vt.耽搁，延迟 vi.耽搁，延迟

242 program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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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programs 3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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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purpose 2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
246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247 re 2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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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250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51 recently 3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52 rejected 4 ['riː dʒekt] vt. 拒绝；排斥；驳回；丢弃 n. 不合格产品；被拒之人

253 rejection 3 [ri'dʒekʃən] n.抛弃；拒绝；被抛弃的东西；盖帽

254 replies 1 [rɪ'plaɪ] v. 回答；答复；回应 n. 回答；答复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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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requirement 1 [ri'kwaiəmənt] n.要求；必要条件；必需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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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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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reviewers 1 [rɪv'juːəz] 评估专家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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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261 said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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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s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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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schedule 1 ['ʃədju:əl, -dʒu:əl, 'skedʒu:əl, -dʒuəl] vt.安排，计划；编制目录；将……列入计划表 n.时间表；计划表；一览表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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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65 school 6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66 schools 1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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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Seoul 1 [səul; 'sjə:ul] n.汉城，首尔（韩国首都）

269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270 she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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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71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272 should 3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273 sh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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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275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276 skill 1 [skil] n.技能，技巧；本领，技术 n.(Skill)人名；(瑞典)希尔

277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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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social 2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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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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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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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84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285 speak 2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
286 speaking 1 ['spi:kiŋ] adj.演讲的；富于表情的，雄辩的 n.说话；演讲 v.讲（speak的ing形式）

287 speci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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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spoke 2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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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starts 1 [s'tɑ tːs] v. 开始；启动；开创（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开始；开创（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）

291 sta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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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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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stay 2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294 stem 9 [stem] n.干；茎；船首；血统 vt.阻止；除去…的茎；给…装柄 vi.阻止；起源于某事物；逆行

295 steps 1 n.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（=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）；台阶，步骤（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）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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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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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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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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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9 student 15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300 students 21 [st'juːdnts] 学生

301 studies 2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302 study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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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304 successful 1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
305 successfully 1 [sək'sesfəli] adv.成功地；顺利地

306 such 5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307 super 1 ['sju:pə] adj.特级的；极好的 n.特级品，特大号；临时雇员 n.(Super)人名；(英)休珀

308 surprised 1 [sə'praizd] adj.感到惊讶的，出人意料的 v.使惊奇（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309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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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taken 3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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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telling 1 ['teliŋ] adj.有效的；生动的；显著的 n.命令；叙述；吐露真情 v.告诉；讲述（tell的ing形式）；命令 n.(Telling)人名；(英)
特林

314 term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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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test 3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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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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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tha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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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the 4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20 their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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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322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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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there 5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325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26 they 1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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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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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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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331 three 3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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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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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Tips 1 英 [tips] 美 [tɪps] abbr. =Techn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技术情报处理系统[美] n. 顶端；消费；小部件；脏乱的地
方；实用的小建议（名词tip的复数形式）

335 to 4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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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36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337 toefl 1 ['təufəl] abbr.托福考试（TestofEnglishasaForeignLanguage）

338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39 training 2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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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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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1 tr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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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twitter 1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
343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44 types 1 ['taɪps] n. 类型 v.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.

345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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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university 4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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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us 1 pron.我们

350 usa 2 [ˌjuːes'eɪ] abbr. (=United States of America)美国

351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352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353 useful 1 ['ju:sful] adj.有用的，有益的；有帮助的

354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355 valuable 1 ['væljuəbl] adj.有价值的；贵重的；可估价的 n.贵重物品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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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visa 13 ['vi:zə] n.签证 vt.签发签证 n.(Visa)人名；(塞、芬)维萨

358 visas 7 ['viː zə] n. 签证 vt. 办理签证

359 VOA 2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360 wait 1 [weit] vt.等候；推迟；延缓 vi.等待；耽搁；伺候用餐 n.等待；等候 n.(Wai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特

361 waiting 1 ['weitiŋ] n.等待；服侍 adj.等待的；服侍的 v.等待；伺候（wait的ing形式）；延缓 n.(Waiting)人名；(英)韦廷

362 wa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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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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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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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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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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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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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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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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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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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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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375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376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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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with 9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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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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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0 wor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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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1 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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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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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85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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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6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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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writing 1 ['raitiŋ] n.书写；作品；著作；[法]笔迹 v.书写（write的ing形式）

389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90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91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92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393 you 9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94 your 6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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