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9-15 [Health and Lifestyle] Coronavirus May Be Harder on
Mental Health of Young American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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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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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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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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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7 adult 1 ['ædʌlt, ə'dʌlt] adj.成年的；成熟的 n.成年人

8 adults 4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9 affected 1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0 affecting 1 [ə'fektiŋ] adj.动人的；感人的 v.影响（affect的ing形式）；感动

11 ag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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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3 americans 7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4 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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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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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p 1 abbr.美国联合通讯社（AssociatedPress）；空气污染（AirPollution）；大气规划（AirProgram）；汇编程序
（AssemblyProgram） n.(Ap)人名；(中)鸭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8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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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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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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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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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 attending 1 adj.（医生）主治的 v.参加（attend的现在分词）；注意，听；照顾；[常用被动语态]（作为结果、情况）伴随

24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25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6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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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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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31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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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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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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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36 carried 1 ['kærid] adj.被运的；入神的；忘我的 v.保持（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搬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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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38 Caty 1 卡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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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heyanne 1 n. 夏恩

41 Chicago 1 [ʃi'kɑ:gəu] n.芝加哥（美国中西部城市）

42 Christina 1 [kri'sti:nə] n.克里斯蒂娜（女子名）

43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44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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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47 compares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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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oronavirus 3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50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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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risis 3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53 day 1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54 dealing 2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55 decreases 1 [dɪ'kriː s] v. 减少；减小；降低 n. 减少；降低

56 described 2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7 difference 2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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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difficulty 1 ['difikəlti] n.困难，困境

60 directs 1 [də'rekt] adj. 直接的；笔直的；坦白的 v. 对准；指挥；指示；命令

61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62 distracting 2 [dis'træktiŋ] adj.分心的；分散注意力的 v.使分心（distract的ing形式）；转移注意力

63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64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65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66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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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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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especially 2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70 Evans 2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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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73 exercising 1 ['eksəsaɪzɪŋ] v. 锻炼，训练，练习（exercise的现在分词）

74 existed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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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experiencing 2 [ɪk'spɪərənsɪŋ] n. 体验；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.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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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79 fair 1 [fεə] adj.公平的；美丽的，白皙的；[气象]晴朗的 adv.公平地；直接地；清楚地 vi.转晴 n.展览会；市集；美人 n.(Fair)人
名；(英、芬)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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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81 feel 2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82 felt 3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83 fifty 1 ['fifti] n.五十；五十个；编号为50的东西 adj.五十的；五十个的；众多的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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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86 finds 1 [faɪnd] v. 发现；找到；认为；觉得；感到；裁决；判定 n. 发现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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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five 2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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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91 found 3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92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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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funeral 1 ['fju:nərəl] n.葬礼；麻烦事 adj.丧葬的，出殡的

95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96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97 generation 2 [,dʒenə'reiʃən] n.一代；产生；一代人；生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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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go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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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grandmother 2 ['grænd,mʌðə] n.祖母；女祖先 vt.当…的祖母 vi.当祖母

101 grew 1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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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104 gym 1 [dʒim] n.健身房；体育；体育馆

105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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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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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harder 1 [ha:də] adj.更难的；更努力的；更坚固的（hard的比较级） n.(Har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哈德

108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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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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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Hawaii 1 [hə'waii:] n.夏威夷岛；夏威夷（美国州名）

111 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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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113 headache 1 ['hedeik] n.头痛；麻烦；令人头痛之事

114 headaches 1 n. 头痛；头疼；棘手的局面（headache的复数）

115 health 7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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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he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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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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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120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21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22 historical 1 [his'tɔrikəl] adj.历史的；史学的；基于史实的

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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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Honolulu 1 [,hɔnə'lu:lu:] n.火奴鲁鲁（即“檀香山”，美国夏威夷州的首府和港市）

125 hopeless 1 ['həuplis] adj.绝望的；不可救药的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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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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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i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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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9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30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31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
132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33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4 isolated 2 ['aisəleitid] adj.孤立的；分离的；单独的；[电]绝缘的 v.使孤立；使绝缘；脱离（isolate的过去分词）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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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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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jennifer 1 ['dʒenifə] n.詹尼弗（女子名）

139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140 jr 2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141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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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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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kelleher 1 n. 凯莱赫

145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46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克；(匈)洛克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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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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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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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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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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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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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likelihood 1 ['laiklihud] n.可能性，可能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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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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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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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59 mario 2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160 marriage 1 ['mæridʒ] n.结婚；婚姻生活；密切结合，合并 n.(Marriage)人名；(英)马里奇

161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62 media 4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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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misses 1 [mɪs] n. [M-]小姐 vt. 想念 vt. 错过；漏掉

165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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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mother 2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
168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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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norc 4 =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全国民意研究中心([美]芝加哥大学)

171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172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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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of 2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75 old 5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176 Older 5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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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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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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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opinion 1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181 opinions 1 n.意见；评价（opinion的复数）；舆论

182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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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84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85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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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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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overcome 1 [,əuvə'kʌm] vt.克服；胜过 vi.克服；得胜

188 overload 1 [,əuvə'ləud, 'əuvələud] vt.超载，超过负荷 n.超载；负荷过多

189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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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pandemic 3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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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p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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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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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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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percen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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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physical 1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198 plac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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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9 platforms 1 [p'lætfɔː mz] 平台

200 polio 1 ['pəuliəu] n.小儿麻痹症（等于poliomyelitis）；脊髓灰质炎

201 po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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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poor 1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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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04 postpone 1 [pəust'pəun, pə'sp-] vt.使…延期；把…放在次要地位；把…放在后面 vi.延缓，延迟；延缓发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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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problems 4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207 psychosomatic 2 ['psaikəusəu'mætik] adj.身心的；身心失调的；身心治疗的 n.身心上有病的人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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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pulls 1 [pʊl] v. 拉；拖；牵；拔；吸引 n. 拉；拉力；引力；划船；影响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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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12 rat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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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214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215 recession 1 [ri'seʃən] n.衰退；不景气；后退；凹处

216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217 reminds 1 [rɪ'maɪnd] vt. 使想起；提醒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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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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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20 ritter 2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221 said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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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same 1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223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24 schoolteacher 1 ['sku:l,ti:tʃə] n.教师

225 second 1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226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227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228 separated 1 ['sepəreitid] adj.分开的；分居；不在一起生活的 v.分开；隔开（sepa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29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230 shared 1 英 [ʃeəd] 美 [ʃerd] adj. 共享的；共用的 v. 分享，共享；分配；共有（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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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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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sickness 1 ['siknis] n.疾病；呕吐；弊病

234 sleeping 1 ['sli:piŋ] adj.睡着的 n.睡眠

235 smith 2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236 social 6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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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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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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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sometimes 2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41 spreads 1 [spred] v. 传播；展开；散布；铺开；伸展；涂撒 n. 范围；传播；差额；幅度；盛宴

242 starting 2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243 st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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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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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45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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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stressors 1 压力源

248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249 study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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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subjec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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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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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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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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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the 3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55 their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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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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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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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59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60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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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thinks 2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
263 thirteen 1 ['θə:'ti:n] n.十三；十三岁；十三个 num.十三 adj.十三的；十三个的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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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those 4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266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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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269 to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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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70 tom 1 n.雄性动物（尤指雄猫）；汤姆（人名） v.〈美口〉(像汤姆叔一样)逆来顺受

271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72 torres 3 n.托雷斯（西班牙球星）

273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
274 twenty 1 ['twenti] n.二十；二十年代 num.二十 adj.二十的

275 unavoidable 1 [,ʌnə'vɔidəbl] adj.不可避免的；不能废除的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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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understanding 1 [,ʌndə'stændiŋ] n.谅解，理解；理解力；协议 adj.了解的；聪明的；有理解力的 v.理解；明白（understand的ing
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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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80 unmarried 1 [,ʌn'mærid] adj.[法]未婚的；单身的；独身的 v.离婚（unmarry的过去分词）

281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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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us 1 pron.我们

283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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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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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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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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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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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Wayne 1 ['wein] n.韦恩（男子名）

290 way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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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293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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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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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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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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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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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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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1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02 worries 1 ['wʌrɪs] n. 烦恼；令人担忧的事物 名词worry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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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yea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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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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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young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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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younger 4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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