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1-21 [Health and Lifestyle] Normal Bad Mood or Depression
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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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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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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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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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or 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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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is 1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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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health 10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0 them 10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11 you 10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2 suicide 9 ['sjuisaid] n.自杀；自杀行为；自杀者 adj.自杀的 vt.自杀 vi.自杀

13 they 9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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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can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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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depression 7 n.沮丧；忧愁；抑郁症；洼地；不景气；低气压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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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parents 7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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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1 help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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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3 these 6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4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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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child 5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26 children 5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27 person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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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poll 5 [pəul] n.投票；民意测验；投票数；投票所 vt.投票；剪短；对…进行民意测验；获得选票 vi.投票 adj.无角的；剪过毛的；
修过枝的 n.(Poll)人名；(德、匈、罗、英)波尔

29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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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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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sk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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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od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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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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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35 mental 4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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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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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personality 4 [,pə:sə'næləti] n.个性；品格；名人

39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40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41 years 4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42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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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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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ehavior 3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
46 change 3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47 changes 3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48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49 fin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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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51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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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listen 3 ['lisən] vi.听，倾听；听从，听信 n.听，倾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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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normal 3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55 old 3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56 peer 3 n.贵族；同等的人；同龄人 vi.凝视，盯着看；窥视 vt.封为贵族；与…同等 n.(Peer)人名；(英、巴基)皮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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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preteen 3 ['pri:'ti:n] n.青春期前的孩子；不满13岁的儿童 adj.13岁以下的；青春期前的；接近青春期的

59 public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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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school 3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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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teenage 3 ['ti:neidʒ] adj.青少年的；十几岁的 n.青少年时期

63 telephone 3 ['telifəun] n.（美）电话；电话机；电话耳机 vi.打电话 vt.打电话给…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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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w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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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young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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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youth 3 n.青年；青春；年轻；青少年时期 n.(Youth)《芳华》（电影名）

68 alone 2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69 anything 2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70 asked 2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71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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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DC 2 abbr. 疾病控制中心(=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)

74 check 2 vt.检查，核对；制止，抑制；在…上打勾 vi.核实，查核；中止；打勾；[象棋]将一军 n.<美>支票；制止，抑制；检
验，核对 n.（英）切克（人名）

75 Clark 2 [kla:k] n.克拉克（男子名） n.(Clark)人名；(瑞典、葡、西、芬、斐、意、德、匈、英、土)克拉克

76 classmate 2 ['klɑ:smeit] n.同班同学



77 condition 2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78 continue 2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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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disease 2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81 emotional 2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
82 experts 2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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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4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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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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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6 hi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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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howev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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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irritable 2 ['iritəbl] adj.过敏的；急躁的；易怒的

89 issues 2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90 kee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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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92 knows 2 英 [nəʊ] 美 [noʊ] v. 了解；知道；认识 n. 知情

93 lifestyle 2 ['laifstail] n.生活方式 保健的

94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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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mind 2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
96 mood 2 [mu:d] n.情绪，语气；心境；气氛 n.(Mood)人名；(英)穆德；(瑞典)莫德

97 Mott 2 [mɔt] n.莫特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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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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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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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rates 2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
102 recognize 2 ['rekəgnaiz] vt.认出，识别；承认 vi.确认，承认；具结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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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roles 2 ['rəʊlz] n. 角色（名词role的复数形式）

105 signs 2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106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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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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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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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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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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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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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sure 2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114 teenager 2 ['ti:n,eidʒə] n.十几岁的青少年；十三岁到十九岁的少年

115 thin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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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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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transition 2 [træn'siʒən, -'ziʃən, trɑ:n-] n.过渡；转变；[分子生物]转换；变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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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19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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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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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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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23 ac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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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adds 1 abbr.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(=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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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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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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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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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31 ages 1 [eɪdʒ] n. 年龄；时代；时期；长时间 v. （使）变老；（使）陈化

132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33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34 anger 1 ['æŋgə] n.怒，愤怒；忿怒 vt.使发怒，激怒；恼火 vi.发怒；恼火 n.(Anger)人名；(罗)安杰尔；(法)安热；(德、捷、瑞典)
安格尔

135 anna 1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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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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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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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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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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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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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145 carefully 1 ['kɛəfəli] adv.小心地

146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147 cen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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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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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challenging 1 ['tʃælindʒiŋ] adj.挑战的；引起挑战性兴趣的 v.要求；质疑；反对；向…挑战；盘问（challenge的ing形式）

150 chan 1 [tʃæn] n.通道（槽，沟） n.(Chan)人名；(法)尚；(缅)钱；(柬、老、泰)占

151 childhood 1 ['tʃaildhud] n.童年时期；幼年时代

152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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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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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156 depressed 1 [di'prest] adj.沮丧的；萧条的；压低的 v.使沮丧；使萧条（depr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；压低

157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158 develops 1 [dɪ'veləp] v. 发展；发育；开发；冲洗(照片)

159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

160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161 differently 1 ['difərəntli] adv.不同地；差异；各种

162 direct 1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关系

163 directly 1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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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disorder 1 [dis'ɔ:də] n.混乱；骚乱 vt.使失调；扰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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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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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169 emotions 1 英 [ɪ'məʊʃənz] 美 [ɪ'moʊʃənz] n. 情感 名词emotion的复数形式.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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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enjoyed 1 [ɪn'dʒɔɪd] v. 享受，喜欢（动词enj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72 equal 1 ['i:kwəl] adj.平等的；相等的；胜任的 vt.等于；比得上 n.对手；匹敌；同辈；相等的事物

173 evaluation 1 [i,vælju'eiʃən] n.评价；[审计]评估；估价；求值

174 examine 1 [ig'zæmin] vt.检查；调查；检测；考试 vi.检查；调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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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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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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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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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fiery 1 ['faiəri] adj.热烈的，炽烈的；暴躁的；燃烧般的

182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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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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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friendly 1 ['frendli] adj.友好的；亲切的；支持的；融洽的，和睦的 adv.友善地；温和地 n.(Friendly)人名；(英)弗兰德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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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188 grows 1 英 [ɡrəʊ] 美 [ɡroʊ] v. 增加；生长；变成；种植；逐渐开始

189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90 harm 1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
191 Harvard 1 ['hɑ:vəd] n.哈佛大学；哈佛大学学生

192 hormone 1 ['hɔ:məun] n.[生理]激素，荷尔蒙

193 hormones 1 英 ['hɔːməʊn] 美 ['hɔːmoʊn] n. 荷尔蒙；激素 名词hormone的复数形式.

194 hospital 1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195 hotline 1 ['hɔtlain] n.热线；热线电话，咨询电话

196 hotlines 1 电话热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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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identifying 1 n.识别，标识；标识关系 v.识别（identify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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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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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indicates 1 ['ɪndɪkeɪt] v. 指示；象征；显示；暗示，预示 v. 表明；指明



203 influences 1 ['ɪnfluəns] v. 影响；感染；<美俚>在(饮料)中加烈酒 n. 影响力；影响；权势；势力；有影响的人(或事物)

204 inspect 1 [in'spekt] vt.检查；视察；检阅 vi.进行检查；进行视察

205 interact 1 [,intə'rækt] vt.互相影响；互相作用 vi.互相影响；互相作用 n.幕间剧；幕间休息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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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7 junior 1 ['dʒu:njə] adj.年少的；后进的；下级的 n.年少者，晚辈；地位较低者；大学三年级学生 n.(Junior)人名；(英)朱尼尔；(德)
尤尼奥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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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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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211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212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213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214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215 matteo 1 n. 马泰奥

216 medications 1 [medɪ'keɪʃnz] 药物

217 meister 1 n.迈斯特（姓氏）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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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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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221 moods 1 [muːdz] n. 脾气；情绪 名词mood的复数形式.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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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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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225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26 note 1 [nəut] n.笔记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纸币；便笺；照会；调子 vt.注意；记录；注解 n.(Note)人名；(英)诺特

227 notes 1 英 [nəʊt] 美 [noʊt] n. 笔记；便条；纸币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音调 vt. 注意；记录；注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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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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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231 opinion 1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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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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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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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physically 1 ['fizikli] adv.身体上，身体上地

236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237 present 1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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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prevention 1 [pri'venʃən, pri:-] n.预防；阻止；妨碍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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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professional 1 [prə'feʃənəl] adj.专业的；职业的；职业性的 n.专业人员；职业运动员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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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promise 1 ['prɔmis] n.许诺，允诺；希望 vt.允诺，许诺；给人以…的指望或希望 vi.许诺；有指望，有前途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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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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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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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rate 1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
249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50 recognizing 1 ['rekəgnaɪzɪŋ] v. 承认；认出，识别（动词recogniz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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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t] 美 [rɪ'pɔːrt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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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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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56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257 role 1 [rəul] n.角色；任务 n.(Ro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赤几)罗莱

258 room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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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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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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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sarah 1 ['sεərə] n.莎拉（女子名）；萨拉（《圣经》中的人物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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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secret 1 ['si:krit] n.秘密；秘诀；机密 adj.秘密的；机密的 n.(Secret)人名；(法)塞克雷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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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seeking 1 [siː 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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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268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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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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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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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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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274 standing 1 ['stændiŋ] adj.长期的；直立的；固定的 n.站立；持续；身分 v.站立；坚持不变；坐落于（stand的ing形式） n.
(Standing)人名；(英)斯坦丁；(德)施坦丁

275 substance 1 ['sʌbstəns] n.物质；实质；资产；主旨

276 suggestions 1 n. 意见；示意 名词suggestion的复数形式.

277 suicidal 1 [sjui'saidəl] adj.自杀的，自杀性的；自我毁灭的；自取灭亡的

278 surve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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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80 symptom 1 ['simptəm] n.[临床]症状；征兆

281 symptoms 1 ['sɪmptəmz] n. 症候 名词symptom的复数形式.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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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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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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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testy 1 ['testi] adj.易怒的；暴躁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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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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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thirds 1 [θɜːdz] n. 三号 名词thir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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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transitions 1 [træn'zɪʃnz] 变动

291 turn 1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292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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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295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96 unwilling 1 [,ʌn'wiliŋ] adj.不愿意的；不情愿的；勉强的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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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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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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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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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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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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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warn 1 [wɔ:n] vt.警告，提醒；通知 vi.发出警告，发出预告 n.(Warn)人名；(英)沃恩；(德)瓦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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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weapons 1 n.武器（weapon的复数）；武装切换；斗争工具 v.武装（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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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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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310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311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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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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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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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