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9-29 [Health and Lifestyle] Experts_ Do Not Misuse Alcohol
During Pandemic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alcohol 21 ['ælkəhɔl] n.酒精，乙醇

3 of 1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to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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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and 1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6 that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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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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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i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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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 drinking 7 ['driŋkiŋ] n.喝，饮；喝酒 v.饮（drink的ing形式）；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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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O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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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you 7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4 a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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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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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ddiction 5 [ə'dikʃən] n.上瘾，沉溺；癖嗜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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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do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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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doct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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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drink 5 [driŋk] vt.喝，饮；吸收；举杯庆贺 vi.喝酒；饮水；干杯 n.酒，饮料；喝酒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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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3 pandemic 5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4 something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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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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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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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d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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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disease 4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29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30 health 4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31 long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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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3 us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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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buse 3 [ə'bju:z, ə'bju:s] n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；弊端；恶习，陋习 vt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 n.(Abuse)人名；(英)阿比斯

35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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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od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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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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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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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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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linic 3 ['klinik] n.临床；诊所

40 drinks 3 [drɪŋks] n. 饮料 名词drink的复数形式.

41 during 3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42 experts 3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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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Mayo 3 ['meiəu] n.梅奥（爱尔兰西北部一郡）

45 medical 3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46 moderate 3 ['mɔdərət, 'mɔdəreit] adj.稳健的，温和的；适度的，中等的；有节制的 vi.变缓和，变弱 vt.节制；减轻

47 national 3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48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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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significant 3 [sig'nifikənt] adj.重大的；有效的；有意义的；值得注意的；意味深长的 n.象征；有意义的事物

50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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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such 3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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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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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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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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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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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again 2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59 alcoholism 2 ['ælkəhɔlizəm] n.酗酒；[内科]酒精中毒

60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61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62 b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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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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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become 2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65 cancer 2 ['kænsə] n.癌症；恶性肿瘤

66 chronic 2 ['krɔnik] adj.慢性的；长期的；习惯性的 n.(Chronic)人名；(英)克罗尼克

67 considered 2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68 control 2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69 coordination 2 [kəu,ɔ:di'neiʃən] n.协调，调和；对等，同等

70 days 2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71 drug 2 [drʌg] n.药；毒品；麻醉药；滞销货 vt.使服麻醉药；使服毒品；掺麻醉药于 vi.吸毒 n.(Drug)人名；(罗)德鲁格

72 early 2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73 easily 2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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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four 2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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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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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impact 2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
79 increases 2 [ɪn'kriː s] v. 增加；提高 n. 增加；增强；提高

80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81 institute 2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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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lifestyle 2 ['laifstail] n.生活方式 保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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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limit 2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85 matteo 2 n. 马泰奥

86 misuse 2 [,mis'ju:z, ,mis'ju:s] vt.滥用；误用；虐待 n.滥用；误用；虐待

87 NIH 2 abbr. (美国)全国卫生研究所(=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)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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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pattern 2 ['pætən] n.模式；图案；样品 vt.模仿；以图案装饰 vi.形成图案

90 pregnant 2 ['pregnənt] adj.怀孕的；富有意义的

91 psychiatrist 2 [sai'kaiətrist] n.精神病学家，精神病医生

92 quickly 2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93 reduce 2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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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reported 2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96 research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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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97 risk 2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98 sales 2 [seilz] adj.销售的，售货的；有关销售的 n.销售（sale的复数）；销售额 n.(Sales)人名；(意、西、葡)萨莱斯；(法)萨勒；
(英)塞尔斯

99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00 shown 2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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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stress 2 [stres] n.压力；强调；紧张；重要性；重读 vt.强调；使紧张；加压力于；用重音读 n.(Stress)人名；(意)斯特雷斯

103 stro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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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105 trying 2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106 under 2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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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VOA 2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109 warns 2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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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w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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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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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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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115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16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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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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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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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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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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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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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26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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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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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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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130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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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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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134 badly 1 ['bædli] adv.非常，很；严重地，厉害地；恶劣地

135 balzer 1 n. 鲍尔泽

136 bars 1 [bɑːz] n. 马齿龈 名词bar的复数形式.

137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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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brain 1 [brein] n.头脑，智力；脑袋 vt.猛击…的头部 n.(Brain)人名；(英)布雷恩

140 breast 1 [brest] n.乳房，胸部；胸怀；心情 vt.以胸对着；与…搏斗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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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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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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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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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commonly 1 ['kɔmənli] adv.一般地；通常地；普通地

147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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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150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151 continuing 1 [kən'tɪnjuɪŋ] adj. 连续的；持续的；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.

152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153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54 Deborah 1 ['debərə] n.黛博拉（女子名）

155 defined 1 [dɪ'faɪnd] adj. 有定义的；明确的，确定的，清晰的；轮廓分明的 v. 规定；限定；定义；解释（动词define的过去式和
过去分词）

156 defines 1 [dɪ'fɑɪnz] v. 定义 动词defin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157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158 dietary 1 n.规定的食物；饮食的规定；食谱 adj.饮食的，饭食的，规定食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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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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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disorders 1 英 [dɪs'ɔː də(r)] 美 [dɪs'ɔː rdər] n. 混乱；杂乱；不适；失调；疾病 vt. 扰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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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drive 1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165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166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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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end 1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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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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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exploring 1 [ɪks'plɔː rɪŋ] n. 探索；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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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fluid 1 ['flu(:)id] adj.流动的；流畅的；不固定的 n.流体；液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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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175 forget 1 [fə'gɛt] vt.忘记；忽略 vi.忘记 n.(Forget)人名；(法)福尔热

176 forms 1 ['fɔː 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
177 friend 1 [frend] n.朋友；助手；赞助者 n.(Friend)人名；(英)弗兰德

178 gamble 1 ['gæmbl] vi.赌博；孤注一掷；投机；打赌 vt.赌博；孤注一掷；冒险假设 n.赌博；冒险；打赌 n.(Gamble)人名；(英)甘
布尔；(瑞典)甘布勒

179 guidelines 1 ['ɡaɪdlaɪnz] n. 指导方针；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.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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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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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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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harmful 1 ['hɑ:mful] adj.有害的；能造成损害的

184 heart 1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
185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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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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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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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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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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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impacted 1 [im'pæktid] adj.压紧的；结实的；嵌入的；（人口）稠密的 v.装紧；挤满（impac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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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193 Institutes 1 英 ['ɪnstɪtju tː] 美 ['ɪnstɪtu tː] n. 学院；学会；协会 vt. 开始；制定；创立

194 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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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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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197 legal 1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198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199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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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listening 1 ['lisəniŋ] adj.收听的；助听的 n.倾听 v.听（listen的ing形式）

202 liver 1 ['livə] n.肝脏；生活者，居民

203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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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machinery 1 n.机械；机器；机构；机械装置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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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man 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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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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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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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213 medications 1 [medɪ'keɪʃnz] 药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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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mental 1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215 milliliter 1 ['mili,li:tə] n.毫升

216 Minnesota 1 [,mini'səutə] n.明尼苏达州（美国中北部洲）

217 mix 1 [miks] vt.配制；混淆；使混和；使结交 vi.参与；相混合；交往 n.混合；混合物；混乱 n.(Mix)人名；(德、英)米克斯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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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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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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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muc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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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224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225 negative 1 ['negətiv] adj.[数]负的；消极的；否定的；阴性的 n.否定；负数；[摄]底片 vt.否定；拒绝

226 Nielsen 1 n.尼耳森（人名）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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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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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9 noun 1 [naun] n.名词 n.(Noun)人名；(以)努恩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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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occurrence 1 [ə'kə:rəns, -'kʌ-] n.发生；出现；事件；发现

232 occurring 1 [ə'kə:riŋ] n.事件；事故；事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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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35 operate 1 vi.运转；动手术；起作用 vt.操作；经营；引起；对…开刀

236 orders 1 英 ['ɔː də(r)] 美 ['ɔː rdər] n. 顺序；条理；订单；命令；秩序；阶层；[生]目；点的东西 v. 命令；定购；调整；整理；点餐；
预定，订货

237 organ 1 n.器官；机构；风琴；管风琴；嗓音；阴茎 n.（Organ）人名；（英）奥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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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40 ounce 1 [auns] n.盎司；少量；雪豹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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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overusing 1 英 [ˌəʊvə'juːz] 美 [ˌoʊvər'juːz] v. 过度使用 n. 过度使用

243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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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perhaps 1 adv.或许；（表示不确定）也许；（用于粗略的估计）或许；（表示勉强同意或其实不赞成）也许；可能 n.假定；
猜想；未定之事

246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247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248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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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problematic 1 [,prɔblə'mætik] adj.问题的；有疑问的；不确定的

251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252 pure 1 [pjuə] adj.纯的；纯粹的；纯洁的；清白的；纯理论的 n.(Pure)人名；(俄)普雷

253 reading 1 ['ri:diŋ] n.阅读，朗读；读物；读数 adj.阅读的 v.阅读（read的ing形式）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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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recommend 1 [,rekə'mend] vt.推荐，介绍；劝告；使受欢迎；托付 vi.推荐；建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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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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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regularly 1 ['regjələli] adv.定期地；有规律地；整齐地；匀称地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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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0 relationships 1 [rɪ'leɪʃnʃɪps] 关系[式]

261 repeated 1 [ri'pi:tid] adj.再三的，反复的 v.重复；复述（repeat的过去分词）

262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263 restaurants 1 餐馆

264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265 rose 1 n.玫瑰；粉红色；蔷薇（花）；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.玫瑰花的；玫瑰色的；粉红色的；带有玫瑰香味的 vt.使成玫瑰色，
使（面颊）发红；使有玫瑰香味 vi.起义(rise的过去式)；升起；（数量）增加；休会

266 safest 1 ['seɪfɪst] adj. 安全的 adv. 安全地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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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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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270 sharply 1 ['ʃa:pli]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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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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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275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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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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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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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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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281 stressful 1 ['stresful] adj.紧张的；有压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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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suggest 1 vt.提议，建议；启发；使人想起；显示；暗示

284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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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287 tenths 1 n.十分位（tenth的复数形式）

288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289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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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291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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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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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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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296 tissue 1 n.组织；纸巾；薄纱；一套 vt.饰以薄纱；用化妆纸揩去

297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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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morrow 1 [tə'mɔrəu, -'mɔ:-] n.明天；未来 adv.明天；未来地（等于to-morrow）

300 treats 1 [triː t] v. 对待；视为；探讨；治疗；处理；请客 n. 款待；宴飨

301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302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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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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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vehicle 1 ['viː ɪk(ə)l] n.[车辆]车辆；工具；交通工具；运载工具；传播媒介；媒介物

306 victor 1 ['viktə] n.胜利者 n.(Victor)人名；(俄、罗、保、匈)维克托

307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308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
309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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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
312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313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314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315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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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7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18 worse 1 [wə:s, 'wə:s] adj.更坏的；更差的；更恶劣的（bad的比较级）；（病情）更重的（ill的比较级） adv.更糟；更坏；更恶劣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319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20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321 yourself 1 [jɔ:'self, juə-, jə-] pron.你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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