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9-28 [Education Report] Public Libraries Aim to Bring in
More Visitor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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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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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ess 2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
4 across 3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5 active 1 ['æktiv] adj.积极的；活跃的；主动的；有效的；现役的 n.主动语态；积极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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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ults 1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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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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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imed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11 alcoholic 1 [,ælkə'hɔlik] adj.酒精的，含酒精的 n.酒鬼，酗酒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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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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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5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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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8 anita 1 [ə'ni:tə] n.安尼塔（女子名）

19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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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pply 1 [ə'plai] vt.申请；涂，敷；应用 vi.申请；涂，敷；适用；请求

21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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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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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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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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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ssociation 2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26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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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athletics 1 [æθ'letɪks] n.竞技；体育运动；田径运动

28 attached 1 [ə'tætʃt] adj.附加的；依恋的，充满爱心的 v.附上（attach的过去分词）

29 attract 1 [ə'trækt] vt.吸引；引起 vi.吸引；有吸引力

30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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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ar 1 n.条，棒；酒吧；障碍；法庭 vt.禁止；阻拦 prep.除……外 n.(Bar)人名；(阿拉伯、德、法、俄、罗、捷、波、葡、以)巴
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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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asketball 2 ['bɑ:skitbɔ:l, 'bæs-] n.篮球；篮球运动

35 be 10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6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7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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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
40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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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42 block 2 n.块；街区；大厦；障碍物 vt.阻止；阻塞；限制；封盖 adj.成批的，大块的；交通堵塞的 n.(Blo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芬、罗)布洛克

43 blooded 1 ['blʌdid] adj.血统优良的；有血的

44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45 book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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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ooks 4 ['bʊks] n. 帐目；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.

47 borrow 1 ['bɔrəu] vi.借；借用；从其他语言中引入 vt.借；借用 n.(Borrow)人名；(英)博罗

48 Boston 2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
49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50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51 building 2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52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53 buy 2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54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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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af 1 abbr. 加拿大武装部队(=Canadian Armed Forces) abbr. 成本加运费(=cost and freight)

56 Cambridge 2 ['keimbridʒ] n.剑桥（英国城市）；坎布里奇（美国马萨诸塞州城市）

57 can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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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59 center 5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60 centers 2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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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hanging 2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63 children 4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64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
65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66 clo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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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clubs 1 [klʌb] n. 俱乐部；棍棒；(扑克牌中)梅花 v. 用棍棒打；分担花费；凑钱；泡夜总会

68 cold 1 [kəuld] adj.寒冷的；冷淡的，不热情的；失去知觉的 n.寒冷；感冒 adv.完全地

69 collection 2 [kə'lekʃən] n.采集，聚集；[税收]征收；收藏品；募捐

70 combined 1 [kəm'baind] adj.结合的；[数]组合的 v.使结合；联合（combine的过去分词）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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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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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ommunity 7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74 computers 1 [kəm'pju tːəz] n.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.

75 conversation 1 n.交谈，会话；社交；交往，交际；会谈；（人与计算机的）人机对话

76 counties 1 ['kaʊnti] n. 郡；县 adj. 有郡中豪绅习气的

77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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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county 2 ['kaunti] n.郡，县

80 cou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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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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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特

83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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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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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deep 1 [di:p] n.深处；深渊 adj.深的；低沉的；深奥的 adv.深入地；深深地；迟 n.(Deep)人名；(英)迪普

86 Delaware 4 ['deləwɛə] n.特拉华州（位于美国东部）

87 designate 1 ['dezigneit, 'dezignit, -neit] vt.指定；指派；标出；把…定名为 adj.指定的；选定的

88 designated 1 ['dezɪɡneɪtɪd] adj. 指定的；特指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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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director 3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91 discussions 2 [dɪs'kʌʃnz] 讨论

92 diverse 2 [dai'və:s, di-] adj.不同的；多种多样的；变化多的

93 diversity 1 [dai'və:səti] n.多样性；差异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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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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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drinks 2 [drɪŋks] n. 饮料 名词drink的复数形式.

97 drives 1 n. 驱动程序；驱动器 名词driv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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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eggs 1 [egz] n. 蛋；鸡蛋 名词egg的复数形式.

100 English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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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enjoying 1 [end'ʒɔɪɪŋ] v. 享受，享有（动词enjoy的现在进行式）

102 enrich 1 [in'ritʃ] vt.使充实；使肥沃；使富足 n.(Enrich)人名；(西)恩里奇

103 enriching 1 [ɪn'rɪtʃ] vt. 使富足；使肥沃；使丰富

104 events 4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105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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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eye 1 [ai] n.眼睛；视力；眼光；见解，观点 vt.注视，看 n.(Eye)人名；(德)艾厄；(英)艾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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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fairs 1 n. 商品展览会；定期集市 名词fair的复数形式. abbr. 联邦航空情报检察系统(=Federal Aviation Information Retrieval System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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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fill 1 [fil] vt.装满，使充满；满足；堵塞；任职 vi.被充满，膨胀 n.满足；填满的量；装填物 n.(Fill)人名；(德、俄、匈)菲尔

112 fit 1 ['fit] vt.安装；使……适应；使……合身；与……相符 vi.符合，配合；适合；合身 adj.健康的；合适的；恰当的；准备好的
n.合身；发作；痉挛 n.(Fit)人名；(捷、罗)菲特

113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14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15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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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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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119 games 1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20 gap 1 n.间隙；缺口；差距；分歧 vi.裂开 vt.使形成缺口

121 gaps 1 [ɡæp] n. 缺口；裂缝；差距；空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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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glasses 1 ['glɑːsɪz] n. 眼镜；双筒镜 名词glass的复数形式.

124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125 goes 2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
126 goggle 1 ['gɔgl] vi.眼珠转动；瞪眼看 n.护目镜，风镜；眼睛睁视 adj.瞪眼的，睁眼的 vt.使瞪眼；使眼珠转动

127 goggles 1 ['gɔglz] n.[安全]护目镜；防护眼镜；瞪视（goggle的复数） v.瞪大眼睛看；转动眼珠（goggle的三单形式）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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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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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129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130 gotten 1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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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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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135 has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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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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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38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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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hel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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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historic 1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
142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143 holds 2 英 [həʊldz] 美 [hoʊldz] n. 货舱；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.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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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homework 1 ['həumwə:k] n.家庭作业，课外作业

146 hub 1 [hʌb] n.中心；毂；木片 n.(Hub)人名；(捷)胡布

147 hubs 1 中枢

148 idea 2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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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in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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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1 informal 1 adj.非正式的；不拘礼节的；随便的；通俗的；日常使用的

152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53 insurance 1 [in'ʃuərəns] n.保险；保险费；保险契约；赔偿金

154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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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156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57 issu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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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i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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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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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job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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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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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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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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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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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languages 1 ['læŋɡwɪdʒɪz] n. 语言 名词language的复数形式.

168 laptop 1 n.膝上型轻便电脑，笔记本电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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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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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171 lays 1 vt.搁放；放置；铺放（lay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性伙伴（lay的复数）

172 lea 1 [li:] n.草地 n.(Lea)人名；(西、意、罗、匈、挪、德、芬)莱亚；(英)利

173 learners 1 ['lɜːnəz] 学习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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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Lewes 5 ['lju:is] n.刘易斯（英格兰东南部城市）；刘易斯（名字，英国哲学家）

176 libraries 13 英 ['laɪbrəri] 美 ['laɪbreri] n. 图书馆；藏书；书房

177 library 26 ['laibrəri] n.图书馆，藏书室；文库

178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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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lively 1 ['laivli] adj.活泼的；生动的；真实的；生气勃勃的 n.(Lively)人名；(英)莱夫利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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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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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lo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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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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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mail 1 [meil] n.邮件；邮政，邮递；盔甲 vt.邮寄；给…穿盔甲 vi.邮寄；寄出 n.(Mail)人名；(法)马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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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Maria 1 [riə; 'mεəriə] n.玛丽亚（女名）

188 Maryland 3 ['mεərilænd] n.马里兰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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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mccauley 2 n.(McCauley)人名；(英)麦考利

191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192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193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194 migh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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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milk 1 [milk] n.牛奶；乳状物 vt.榨取；挤…的奶 vi.挤奶 n.(Milk)人名；(英)米尔克

196 mockingbird 1 ['mɔkiŋbə:d] n.模仿鸟；嘲鸫属鸣禽；蓝嘲鸫（等于mockingthrush）

197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98 Montgomery 1 [mənt'gʌməri] n.蒙哥马利（姓氏）；蒙哥马利（英国郡名）

199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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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mo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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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movie 1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203 much 2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204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205 new 5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06 newer 1 [n'juːər] adj. 较新的 形容词new的比较级.

207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208 noisy 1 adj..嘈杂的；喧闹的；聒噪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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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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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of 2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13 offering 1 ['ɔfəriŋ, 'ɔ:-] n.提供；祭品；奉献物；牲礼 v.提供（offer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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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215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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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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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pened 2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
218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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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220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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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223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224 partners 1 英 ['pɑ tːnə(r)] 美 ['pɑ rːtnər] n. 伙伴；搭档；伴侣；合伙人 v. 同 ... 合作；做 ... 的搭档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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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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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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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plac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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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lac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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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2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233 poetry 1 ['pəuitri] n.诗；诗意，诗情；诗歌艺术

234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235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36 printers 1 ['prɪntərs] n. 打印机；印刷工 名词printer的复数形式.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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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programming 1 ['prəugræmiŋ, -grə-] n.设计，规划；编制程序，[计]程序编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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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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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public 9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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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purpose 1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
243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244 quiet 1 adj.安静的；安定的；不动的；温顺的 n.安静；和平 vt.使平息；安慰 vi.平静下来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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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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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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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49 recreation 2 [,rekri'eiʃən, -kri:-] n.娱乐；消遣；休养

250 repository 2 [ri'pɔzitəri] n.贮藏室，仓库；知识库；智囊团

251 reptile 1 ['reptail, -til] adj.爬虫类的；卑鄙的 n.爬行动物；卑鄙的人

252 reptiles 1 ['reptaɪlz] n. 爬行动物；爬虫类；卑鄙的人 名词reptile的复数形式.

253 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254 room 4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255 rosell 3 罗塞利

256 rossell 1 n. 罗塞尔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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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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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伯)赛义德

258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59 see 1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260 services 4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261 serving 1 ['sə:viŋ] n.服务；上菜；一份食物 v.服务（serve的ing形式） adj.用于上菜的 n.(Serving)人名；(瑞典)塞尔温

262 setting 1 ['setiŋ] n.环境；安装；布置；[天]沉落 v.放置；沉没；使…处于某位置（se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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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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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5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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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showings 1 油气运移；油花

268 silent 1 ['sailənt] adj.沉默的；寂静的；无记载的 n.无声电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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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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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72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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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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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275 spaces 1 n. 空格；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.

276 Spanish 1 ['spæniʃ] adj.西班牙的；西班牙人的；西班牙语的 n.西班牙语；西班牙人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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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8 special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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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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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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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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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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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4 stops 1 英 [stɒp] 美 [stɑːp] v. 停止；阻止；停留 n. 停止；逗留；车站

285 stored 1 [stɔː d] adj. 存信息的；存储的 动词st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86 stores 1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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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streets 1 [st'riː ts] 街道

289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290 suite 1 [swi:t] n.（一套）家具；套房；组曲；（一批）随员，随从

291 supporting 1 [sə'pɔ:tiŋ] adj.支持的；辅助性的；次要的 n.支持；支承面 v.支持；供养（support的ing形式）

292 surrounded 1 [sə'raʊndɪd] adj. 被 ... 环绕着的 动词surrou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

293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94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295 tax 1 [tæks] vt.向…课税；使负重担 n.税金；重负 n.(Tax)人名；(英、匈、捷)塔克斯

296 tea 1 [ti:] n.茶叶；茶树；茶点 vt.给…沏茶 vi.喝茶；进茶点 n.(Tea)人名；(柬)迪

297 tech 1 [tek] n.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.技术（technology）；技术员（technician） n.(Tech)人名；(柬)德

298 teen 1 [ti:n] n.青少年（等于teenager）；愤怒；悲哀 adj.十几岁的（等于teenaged）

299 teenagers 3 ['tiː nˌeɪdʒəz] n. 青少年 名词teenager的复数形式.

300 teens 1 ['ti:nz] n.十多岁，十几岁；青少年

301 tequila 1 [tə'ki:lə, tei'ki:lɑ:] n.龙舌兰酒；蒸馏酒

302 than 1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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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303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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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the 4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05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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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themed 1 [θi:md] adj.以…为主题的 v.以一个主题提供（them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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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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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10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311 things 3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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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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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thoughts 1 ['θɔː ts] n. 思维 名词thought的复数形式.

315 to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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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16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317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318 us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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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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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variety 1 [英 [və̍ raɪəti] 美 [vəˈraɪɪti] n.多样；种类；杂耍；变化，多样化

321 vasallo 3 巴萨略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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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video 1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324 virtual 1 adj.[计]虚拟的；实质上的，事实上的（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）

325 visitors 5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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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want 1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
328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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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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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weekly 1 ['wi:kli] adj.每周的；周刊的；一周一次的 n.周刊 adv.每周一次；逐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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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w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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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Wheaton 4 ['hwi:tn] n.惠顿（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卫星城）

335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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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where 5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337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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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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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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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2 workshops 1 工作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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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45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46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47 young 2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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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8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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