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1-27 [Education Report] Universities Study Athletes' Mental
Health after Recent Crise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2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2 accoun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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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tivities 2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4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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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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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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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dults 2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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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11 aid 1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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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4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5 and 1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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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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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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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t 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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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 athlete 1 ['æθli:t] n.运动员，体育家；身强力壮的人

22 athletes 7 ['æθliː ts] 运动员

23 athletic 5 [æθ'letik] adj.运动的，运动员的；体格健壮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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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ttention 2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26 available 2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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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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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30 be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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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ette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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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32 Blair 2 [blεə] n.布莱尔（男子名）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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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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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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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37 bus 1 [bʌs] n.公共汽车 乘公共汽车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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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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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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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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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43 ca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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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anceled 1 ['kænsl] v. 取消；作废；注销；抵消；删除 n. 取消；删除

45 car 1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46 carla 1 ['kɑ:lə] n.卡拉（女子名）

47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48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49 ceremony 1 ['seriməuni] n.典礼，仪式；礼节，礼仪；客套，虚礼

50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51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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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3 classes 1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54 coach 4 n.教练；旅客车厢；长途公车；四轮大马车 vt.训练；指导 vi.作指导；接受辅导；坐马车旅行 n.蔻驰（皮革品牌）

55 coaches 5 英 [kəʊtʃ] 美 [koʊtʃ] n. 教练；经济舱；(火车)客车车厢；四轮马车 v. 指导；训练

56 college 7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57 colleges 2 ['kɒlɪdʒɪz] 高校

58 collegiate 1 [kə'li:dʒiit] adj.大学的；学院的；大学生的

59 comfort 2 ['kʌmfət] n.安慰；舒适；安慰者 vt.安慰；使（痛苦等）缓和

60 commen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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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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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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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64 contains 1 [kən'teɪnz] v.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65 counselor 1 ['kaunsələ] n.顾问；法律顾问；参事（等于counsellor）

66 counselors 1 ['kaʊnsləz] 辅导员

67 crash 1 [kræʃ] n.撞碎；坠毁；破产；轰隆声；睡觉 vi.摔碎；坠落；发出隆隆声；(金融企业等)破产 vt.打碎；使坠毁、撞坏；擅
自闯入

68 crises 1 ['kraisi:z] n.危机，紧要关头；危险期（crisis的复数形式）

69 curt 1 [kə:t] adj.简略的；简要的；草率的；简单粗暴的 n.(Curt)人名；(法)屈尔；(英)柯特；(德、西、芬、罗、瑞典)库尔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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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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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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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74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75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76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77 died 4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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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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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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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doctor 1 vt.修理；篡改，伪造；为…治病；授以博士学位 n.医生；博士 vi.就医；行医

82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83 dogs 1 n.狗（dog的复数）；瘦狗类 v.紧紧跟踪；追猎；紧随（dog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Dogs)人名；(德)多格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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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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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88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89 Elliott 1 n.艾略特（姓氏）

90 emotional 1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
91 English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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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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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faith 1 [feiθ] n.信仰；信念；信任；忠实 n.(Faith)人名；(匈)福伊特；(英)费思，费丝(女名)；(瑞典)法伊特

94 famil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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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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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fir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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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99 foolproof 2 ['fu:l,pru:f] adj.十分简单的；十分安全的；不会错的 n.极简单；安全自锁装置

100 football 10 ['fut,bɔ:l] n.足球，橄榄球 vi.踢足球；打橄榄球

101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2 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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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105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106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07 game 3 [geim] n.游戏；比赛 adj.勇敢的 vi.赌博 n.(Game)人名；(英)盖姆；(法)加姆；(西)加梅

108 gather 1 ['gæðə] vt.收集；收割；使…聚集；使…皱起 vi.聚集；化脓；皱起 n.聚集；衣褶；收获量 n.(Gather)人名；(德)加特

109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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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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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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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guide 1 [gaid] n.指南；向导；入门书 vt.引导；带领；操纵 vi.担任向导 n.(Guide)人名；(法、葡)吉德

114 ha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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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5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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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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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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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h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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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heal 1 [hi:l] vt.治愈，痊愈；和解 vi.痊愈 n.(Heal)人名；(英)希尔

121 health 10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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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help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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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125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126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27 Henry 3 ['henri] n.亨利（男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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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29 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30 hit 1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131 honored 1 英 ['ɒnəd] 美 ['ɑnərd] adj. 深感荣幸的；受尊敬的

132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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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ideas 1 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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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37 in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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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8 Indiana 3 [,indi'ænə] n.印第安纳州（美国中部的州）

139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40 injuries 1 ['ɪndʒəri] n. 伤害；损害

141 is 1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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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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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jeff 1 [dʒef] n.杰夫（男子名，等于Jeffrey）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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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Jose 1 n.约瑟（人名）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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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149 killed 3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150 Konya 2 n.(Konya)人名；(德、土、罗)科尼亚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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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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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leaders 3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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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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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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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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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mad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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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mak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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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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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mallory 1 马洛里,马洛里合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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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mcwright 1 n. 麦克赖特

164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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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memorial 2 [英 [mə'mɔ:rɪəl] 美 [məˈmɔriəl, -ˈmor] n.纪念碑，纪念馆；纪念仪式；纪念物 adj.记忆的；纪念的，追悼的

167 mental 10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168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169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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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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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most 2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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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NCAA 1 abbr. (美国)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(=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)

173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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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76 nex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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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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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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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nothing 1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
181 noticing 1 英 ['nəʊtɪs] 美 ['noʊtɪs] vt. 注意；留心；通知 n. 通知；注意；布告

182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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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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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186 of 2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87 offer 2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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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Ohio 1 [əu'haiəu] n.俄亥俄州（美国一个州）

190 okay 1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v.可以；对；很好地 adj.可以；对；不错 n.同意，批准 int.好；行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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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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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194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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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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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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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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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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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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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oversees 1 英 [ˌəʊvə'siː ] 美 [ˌoʊvər'siː ] vt. 监督；监管；监视

202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203 pain 1 [pein] n.疼痛；努力 vt.使…痛苦；使…烦恼 vi.感到疼痛；引起疼痛 n.(Pain)人名；(意)帕因；(俄)派因；(法)潘；(英)佩因

204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205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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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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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paying 1 ['pei'ŋ] adj.支付的；赢利的；合算的 n.支付；填缝；放送绳链 v.支付；报答（pay的ing形式）

208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09 percent 1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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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pl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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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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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playbook 2 ['pleibuk] n.剧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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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played 1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215 player 2 n.运动员，比赛者；游戏者，做游戏的人；演奏者，表演者；演员；播放器

216 players 6 n.队员，参与者；玩家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；迷你音碟机，雷射唱盘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

217 plays 1 [pleɪ] v. 玩；比赛；（在运动队中）担当；派...出场；带；踢；击（球）；走（棋子）；出牌；演奏；播放；扮演；假
装；上演；发挥（作用）；应付；处理；掠过；浮现；使轻快地活动；（喷泉）喷涌；做游戏 n. 游戏；戏剧；比赛；发挥
作用；玩笑；间隙；闪烁；闪现

218 policies 1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 lː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219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20 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221 postponed 1 英 [ˌpəʊst'pəʊnd] 美 [ˌpoʊst'poʊnd] adj. 延期的；缓办的 动词postpo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22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223 practices 1 ['præktɪs] n. 练习；实行；习惯；业务 v. 练习；实践；开业；执业

224 prepare 2 [pri'pεə] vt.准备；使适合；装备；起草 vi.预备；做好思想准备

225 presidents 1 [p'rezɪdənts] n. 总统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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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prioritize 1 vt.给…排出优先级；优先处理；优先考虑

228 prioritizing 1 英 [praɪ'ɒrətaɪz] 美 [praɪ'ɔː rətaɪz] vt. 把 ... 区分优先次序

229 problems 2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230 professionals 1 [prə'feʃənl] adj. 职业的; 专业的 n. 专家; 内行

231 questioned 1 ['kwestʃən] n. 问题；疑问 v. 询问；怀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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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react 1 vi.反应，作出反应；产生（化学）反应；

234 recent 2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35 recovering 1 [ri'kʌvəriŋ] n.恢复；再生；补偿 v.恢复；再生（recover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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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re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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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resource 1 [ri'sɔ:s, -'zɔ:s, 'ri:s-, 'ri:z-] n.资源，财力；办法；智谋

239 retur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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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sadness 1 ['sædnis] n.悲哀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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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San 1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
243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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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school 4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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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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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48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249 seriously 1 ['siəriəsli, 'si:r-] adv.认真地；严重地，严肃地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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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1 sherard 1 n. 谢拉德

252 shot 1 n.发射；炮弹；射手；镜头 adj.用尽的；破旧的；杂色的，闪光的 v.射击（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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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255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256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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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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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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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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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262 sports 12 n.运动；运动会（sport的复数）；（报纸）体育版面；突变；娱乐 adj.运动的；适用于运动的 v.娱乐；戏弄（sport的
第三人称单数）

263 stat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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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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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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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struggling 1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
267 student 4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268 students 12 [st'juːdnts] 学生

269 stud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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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271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272 supp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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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survey 2 [sə:'vei, 'sə:vei, sə-] n.调查；测量；审视；纵览 vt.调查；勘测；俯瞰 vi.测量土地

274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75 teaches 1 ['tiː tʃɪz] v. 教；教导；教授；教训（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76 team 3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277 teammate 2 ['ti:mmeit] n.队友，同队队员

278 teams 1 [tiː m] n. 队；组 v. 使相配；使合作；结成一队 adj. 团队的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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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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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t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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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the 5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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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85 there 4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86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87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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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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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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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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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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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4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295 throu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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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tim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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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to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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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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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Toledo 1 [tə'li:dəu] n.托莱多（美国港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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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 Tony 1 ['təuni] n.托尼（男名）

301 took 2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302 tools 1 [tu lː] n. 工具，用具（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）；器具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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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trained 2 [treɪnd] adj.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05 trainer 1 n.助理教练；训练员；驯马师；飞行练习器；运动鞋 n.(Trainer)人名；(英、德)特雷纳

306 trainers 2 [t'reɪnəz] n. 教练员； 练习器； <英>运动鞋 名词trainer的复数形式

307 trains 1 [treɪn] n. 列车；火车；行列；一系列 vt. 训练；培训；瞄准 vi. 进行锻炼，接收训练；练习

308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09 universities 2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 rːsəti] n. 大学

310 university 10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311 upset 1 vt.使心烦；颠覆；扰乱 vi.翻倒 adj.心烦的；混乱的；弄翻的 n.混乱；翻倒；颠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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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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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15 Virginia 2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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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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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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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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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1 watched 1 英 [wɒtʃ] 美 [wɑ tːʃ] v. 注视；看守；观看 n. 手表；监视；看守；值班

322 ways 2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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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weakness 1 ['wi:knis] n.弱点；软弱；嗜好

325 week 3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26 were 7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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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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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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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who 12 pron.谁；什么人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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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Williams 2 ['wiljəmz] n.威廉姆斯（男子名）

333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34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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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6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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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7 work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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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8 works 2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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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wrong 2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人名；(英)朗

341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42 you 5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43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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