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2-07 [Education Report] Why Did Students Struggle Most in
Math during the Pandemic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ies 1 [ə'bɪləti] n. 能力；才能

2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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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5 added 3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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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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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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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11 agreed 1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12 ahead 1 adj.向前；在前的；领先 adv.向前地；领先地；在（某人或某事物的）前面；预先；在将来，为未来

13 algebra 2 ['ældʒibrə] n.代数学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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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6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17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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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20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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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nderson 3 ['ændəsn] n.安德森市（美国印第安纳州）；安德森（男子名）

23 are 11 [强ɑ:, 弱ə] v.是（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） n.公亩 n.(Are)人名；(意、西、芬)阿雷

24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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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rithmetic 2 [ə'riθmətik, ,æriθ'metik] n.算术，算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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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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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spects 1 ['æspekts] 方面；方位；外观；外貌（aspect的复数）

30 assessment 1 [ə'sesmənt] n.评定；估价

31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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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33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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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asic 1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
36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7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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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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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below 1 [bi'ləu] adv.在下面，在较低处；在本页下面 prep.在…下面 n.(Below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贝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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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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43 books 1 ['bʊks] n. 帐目；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.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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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46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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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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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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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tch 1 [kætʃ] vt.赶上；抓住；感染；了解 vi.赶上；抓住 n.捕捉；捕获物；窗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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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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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lassroom 2 ['klɑ:srum] n.教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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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omplex 1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56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57 confidently 1 ['kɔnfədəntli] adv.自信地；安心地

58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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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ountry 1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乐
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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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deals 1 [diː l] n. 协定；交易；大量 v. 应付；分配；处理；交易；经营

63 declined 1 [dɪ'klaɪn] v. 下降；减少；变弱；拒绝；倾斜 n. 衰微；跌落；晚年

64 decreases 2 [dɪ'kriː s] v. 减少；减小；降低 n. 减少；降低

65 desirable 1 [di'zaiərəbl] adj.令人满意的；值得要的 n.合意的人或事物

66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67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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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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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dividing 1 [di'vaidiŋ] adj.区分的；起划分作用的 v.分开（divide的ing形式）

71 d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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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during 6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73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74 education 4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75 effective 1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
76 eighth 4 [eitθ, eiθ] adj.第八的；八分之一的 num.第八；八分之一

77 engage 1 vt.吸引，占用；使参加；雇佣；使订婚；预定 vi.从事；参与；答应，保证；交战；啮合

78 engaged 1 [in'geidʒd] adj.使用中的，忙碌的 v.保证；约定；同…订婚（engage的过去分词）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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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enjoy 1 [in'dʒɔi] vt.欣赏，享受；喜爱；使过得快活

81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
82 especially 4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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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example 2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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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86 extra 1 ['ekstrə] adv.特别地，非常；另外 n.临时演员；号外；额外的事物；上等产品 adj.额外的，另外收费的；特大的

87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88 f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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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fallen 1 ['fɔ:lən] adj.堕落的；落下来的；陷落的 v.落下；跌倒（fall的过去分词）

90 fault 1 [fɔ:lt] n.故障；[地质]断层；错误；缺点；毛病；（网球等）发球失误 vi.弄错；产生断层 vt.（通常用于疑问句或否定句）
挑剔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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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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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for 1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95 forced 2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96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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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fourth 1 [fɔ:θ] adj.第四的，第四个的；四分之一的 n.第四，月的第四日；四分之一 num.第四

99 frances 1 ['frɑ:nsis] n.弗朗西丝（女子名）

100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101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02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03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104 given 2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105 g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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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6 go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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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107 grade 2 [greid] n.年级；等级；成绩；级别；阶段 vt.评分；把…分等级 vi.分等级；逐渐变化 n.(Grade)人名；(英)格雷德；(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塞、瑞典)格拉德

108 grader 2 ['greidə] n.分级机；分类机；（美）（中小学的）…年级学生 n.(Grader)人名；(英)格雷德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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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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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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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2 hands 1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
113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114 har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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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Harvard 2 ['hɑ:vəd] n.哈佛大学；哈佛大学学生

116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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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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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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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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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heather 1 ['heðə] adj.杂色的；似石南的 n.石南属植物 n.(Heather)人名；(英)希瑟

121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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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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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3 hill 6 [hil] n.小山；丘陵；斜坡；山冈 n.(Hill)人名；(法、西)伊尔；(德、英、匈、捷、罗、芬、瑞典)希尔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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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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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in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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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7 instruction 3 [in'strʌkʃən] n.指令，命令；指示；教导；用法说明

128 interaction 1 [,intər'ækʃən] n.相互作用；[数]交互作用 n.互动

129 interested 1 ['intristid, 'intər-] adj.感兴趣的；有权益的；有成见的 v.使…感兴趣（interest的过去分词）

130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131 interview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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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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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3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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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jon 1 [dʒɔn] n.乔恩（男子名）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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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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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kids 6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
139 largely 1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
140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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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2 learn 4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143 learning 10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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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lecture 2 ['lektʃə] n.演讲；讲稿；教训 vt.演讲；训诫 vi.讲课；讲演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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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lesson 1 ['lesən] n.教训；课 vt.教训；上课

148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49 lie 1 [lai] vi.躺；说谎；位于；展现 vt.谎骗 n.谎言；位置 n.(Lie)人名；(罗、挪、瑞典)利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

150 loss 1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
151 losses 1 ['lɒsɪz] n. 损耗 名词loss的复数形式.

152 lo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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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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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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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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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math 24 [mæθ] n.数学（等于mathematics） n.(Math)人名；(德)马特；(柬)马；(英)马思

158 mathematics 2 [,mæθə'mætiks] n.数学；数学运算

159 messages 1 ['mesɪdʒɪz] n.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.

160 minorities 1 英 [maɪ'nɒrəti] 美 [maɪ'nɔː rəti] n. 少数；少数民族；未成年

161 mo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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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mo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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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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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multiplying 1 ['mʌltɪplaɪɪŋ] [计] 乘法的

166 naep 4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全国教育发展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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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168 Nebraska 2 [ni'bræskə] n.内布拉斯加州

169 necessarily 1 ['nesəsərəli, ,nesə'serəli] adv.必要地；必定地，必然地

170 need 3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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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nor 1 [nɔ:, 弱 nə] conj.也不；也不是 adv.也不；也没有 n.(Nor)人名；(中)挪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马来、俄)诺尔；(柬)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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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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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of 1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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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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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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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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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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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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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opportunities 2 [ˌɒpə'tjuːnɪtɪs] npl. opportunity的复数形式，机会，时机

185 opportunity 1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
186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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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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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outside 2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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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pandemic 6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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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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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perform 1 [pə'fɔ:m] vt.执行；完成；演奏 vi.执行，机器运转；表演

193 pl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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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195 podcast 1 英 ['pɒdkɑːst] 美 ['pɑːdkæst] n. 播客 v. 发表博客

196 pretty 1 adj.漂亮的；可爱的；优美的 adv.相当地；颇 n.有吸引力的事物（尤指饰品）；漂亮的人 n.Pretty，普雷蒂（人名）

197 professors 1 [prə'fesəz] 大学教授

198 progress 1 ['prəugres, 'prɔ-, prəu'gres] n.进步，发展；前进 vi.前进，进步；进行 n.(Progress)人名；(赞)普罗格雷斯

199 project 1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200 public 2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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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read 2 [ri:d] vt.阅读；读懂，理解 vi.读；读起来 n.阅读；读物 adj.有学问的 n.(Read)人名；(英)里德

203 reading 4 ['ri:diŋ] n.阅读，朗读；读物；读数 adj.阅读的 v.阅读（read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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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recover 1 [ri'kʌvə] vt.恢复；弥补；重新获得 vi.恢复；胜诉；重新得球 n.还原至预备姿势 n.(Recover)人名；(西)雷科韦尔

206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207 remote 3 [ri'məut] adj.遥远的；偏僻的；疏远的 n.远程

208 remotely 1 adv.遥远地；偏僻地；（程度）极微地，极轻地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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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211 resilient 2 adj.弹回的，有弹力的；能复原的；可迅速恢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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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resources 1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213 results 2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214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215 said 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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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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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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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scored 1 [skɔː d] adj. 有伤纹的；刮伤的；折叠的 动词sc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19 scores 6 英 [skɔː (r)] 美 [skɔː ] vt. 得分；获胜；刻划；划线；批评；给 ... 谱曲 n. 得分；刻痕；二十；乐谱 vi. 得分；记分；得胜

220 screen 1 [skri:n] n.屏，幕；屏风 vt.筛；拍摄；放映；掩蔽 vi.拍电影 n.(Screen)人名；(英)斯克林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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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sensitive 1 adj.敏感的；感觉的；[仪]灵敏的；感光的；易受伤害的；易受影响的 n.敏感的人；有灵异能力的人

223 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224 s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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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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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227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228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229 skilled 1 [skild] adj.熟练的；有技能的；需要技能的

230 skills 5 技能

231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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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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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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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speech 1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
236 spok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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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star 5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238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239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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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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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struggle 2 ['strʌgl] vi.奋斗，努力；挣扎 n.努力，奋斗；竞争 vt.使劲移动；尽力使得

243 struggled 5 ['strʌgəld] adj.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44 struggles 1 ['strʌɡl] vi. 努力；奋斗；斗争；挣扎 n. 斗争；竞争；奋斗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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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6 student 1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247 students 19 [st'juːdnts] 学生

248 stuff 1 [stʌf] n.东西；材料；填充物；素材资料 vt.塞满；填塞；让吃饱 vi.吃得过多

249 subjec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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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
250 subtracting 1 [səbt'ræktɪŋ] 减法

251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52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53 surprise 1 [sə'praiz] n.惊奇，诧异；突然袭击 vt.使惊奇；奇袭 adj.令人惊讶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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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teach 5 [ti:tʃ] vt.教；教授；教导 vi.教授；讲授；当老师 n.(Teach)人名；(英)蒂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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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teacher 2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257 teachers 7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258 teaching 1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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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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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text 1 [tekst] n.[计]文本；课文；主题 vt.发短信

262 tha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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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that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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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the 3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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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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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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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69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70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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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thi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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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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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to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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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75 tutoring 1 英 ['tju tːə(r)] 美 ['tu tːər] n. 家庭教师；导师 v. 指导；当家庭教师；当导师

276 twice 1 [twais] adv.两次；两倍

277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78 uneven 1 [,ʌn'i:vən] adj.不均匀的；不平坦的；[数]奇数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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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u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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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282 varied 1 ['vεərid] adj.多变的；各式各样的；杂色的 v.改变；使多样化（va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283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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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visual 1 ['vizjuəl] adj.视觉的，视力的；栩栩如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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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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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89 way 1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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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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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we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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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94 whe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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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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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which 4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97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298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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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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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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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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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2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03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04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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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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