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-11-15 [Education Report] Some Older Teachers Choose to Stay
Despite Coronavirus 词频表
the 2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of 1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 i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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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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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he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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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 to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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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

通话·威妥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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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 for 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8 his 9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9 teachers 9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10 person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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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 with 8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12 Mexico 7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13 new 7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14 students 7 [st'juːdnts] 学生
15 bonds 6 英 [bɒnd] 美 [bɑːnd] n. 债券；结合；协定；联系；情谊；黏合剂 vt. 使结合；为 ... 作保 vi. 连结；粘合
16 health 6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17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18 teaching 6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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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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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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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earning 5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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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 som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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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
21

稍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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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 acosta 4 n. 阿科斯塔
26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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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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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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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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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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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

伯)赛义德

school 4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31 stat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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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 teach 4 [ti:tʃ] vt.教；教授；教导 vi.教授；讲授；当老师 n.(Teach)人名；(英)蒂奇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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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 distance 3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35 education 3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36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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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 h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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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8 hi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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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

名；(英)海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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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lder 3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40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41 st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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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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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ings 3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43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44 Alice 2 ['ælis] n.爱丽丝（女子名）
45 ap 2 abbr.美国联合通讯社（AssociatedPress）；空气污染（AirPollution）；大气规划（AirProgram）；汇编程序
42

（AssemblyProgram） n.(Ap)人名；(中)鸭(广东话·威妥玛)

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7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48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49 Bryant 2 ['braiənt] n.布赖恩特（男子名，等于Brian）
50 chalk 2 [tʃɔ:k] vt.用粉笔写；用白垩粉擦；记录；规划 n.粉笔；白垩；用粉笔划的记号 adj.用粉笔写的 vi.变成白垩状 n.(Chalk)人
46

名；(英)乔克

conferencing 2 ['kɔnfərənsiŋ] n.会议技术 v.开会（conference的现在分词）
52 contact 2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53 coronavirus 2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54 crisis 2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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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 enjoy 2 [in'dʒɔi] vt.欣赏，享受；喜爱；使过得快活
57 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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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

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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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 farmington 2 n. 法明顿（位于美国犹他州）
60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61 him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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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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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8
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64 interaction 2 [,intər'ækʃən] n.相互作用；[数]交互作用 n.互动
65 leave 2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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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7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68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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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9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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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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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63

土)奥韦尔

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73 plans 2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74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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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72
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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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6 rea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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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7 remotely 2 adv.遥远地；偏僻地；（程度）极微地，极轻地
78 risks 2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79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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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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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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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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3 teacher 2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84 t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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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5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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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7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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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8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89 video 2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90 visits 2 ['vɪzɪt] v. 拜访；参观；闲谈 n. 拜访；参观；聊天
91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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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2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93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94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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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2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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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95
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98 adv 1 ['ædvɜːb] abbr. 副词（=adverb）
99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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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97
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agriculture 1 n.农业；农耕；农业生产；农艺，农学
102 aide 1 [eid] n.助手；副官；侍从武官 n.(Aide)人名；(葡)艾德
103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104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105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106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107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108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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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9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110 as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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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1 assisting 1 [ə'sɪst] vt. 帮助；协助 vi. 帮助；出席 n. 帮助；协助；助攻；协助的器械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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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3 back 1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
101

后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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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5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116 buys 1 [baɪ] vt. 购买；买；获得；收买；<俚>相信 vi. 买 n. 购买；便宜货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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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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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4

的）食品罐头

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120 career 1 n.生涯；职业；事业；速度，全速 adj.作为毕生职业的 vi.全速前进，猛冲
121 cares 1 n. 关心 名词care的复数形式.
122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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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19
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125 choosing 1 v.选择；决定（choose的ing形式）
1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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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lasses 1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127 classroom 1 ['klɑ:srum] n.教室
128 classrooms 1 [k'læsruːmz] 教室
129 colored 1 ['kʌləd] adj.有色的；着色的；有色人种的 v.把...染色，粉饰，脸红（color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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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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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6

乐的

crises 1 ['kraisi:z] n.危机，紧要关头；危险期（crisis的复数形式）
133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134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135 despite 1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136 device 1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137 difficulties 1 ['dɪfɪkəlti] n. 困难；争议；麻烦
138 dislikes 1 [dɪs'laɪks] n. 不喜欢；厌恶 名词dislike的复数形式.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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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2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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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141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142 duties 1 [djːtɪs] n. 税；职责 名词duty的复数形式.
143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144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145 educators 1 ['edʒʊkeɪtəz] 教育者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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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7 email 1 ['i:'meil] n.电子信函 vt.给…发电子邮件 n.(Email)人名；(法)埃马伊
148 emotional 1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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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0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151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152 exceptions 1 [ɪk'sepʃənz] n. 例外 名词exception的复数形式.
153 excused 1 [ɪk'skjuːs] vt. 原谅；辩解 n. 理由；辩解；借口
154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155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156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157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158 gerald 1 ['dʒerəld] n.杰拉尔德（男子名，义为勇敢的战士）
159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160 go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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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40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162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161
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16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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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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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5 hate 1 [heit] vt.憎恨；厌恶；遗憾 vi.仇恨 n.憎恨；反感 n.(Hate)人名；(法)阿特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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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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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4

普
168

Hobbs

1 [hɔbz] n.霍布斯（人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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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170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171 instruct 1 [in'strʌkt] vt.指导；通知；命令；教授
172 instructing 1 [ɪn'strʌkt] v. 教；命令；指导；[计] 指示
173 instructors 1 [ɪnst'rʌktəz] 辅导员
174 involvement 1 n.参与；牵连；包含；混乱；财政困难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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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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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177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178 leaders 1 [liː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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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0 lesson 1 ['lesən] n.教训；课 vt.教训；上课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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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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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6
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18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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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ine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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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5 lo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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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4
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longtime 1 ['lɔŋtaim, 'lɔ:ŋ-] adj.长时间的；为时甚久的 adv.长久地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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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6
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18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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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ine 1 [mein] n.缅因州（美国州名）
190 ma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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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9
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192 Manuel 1 ['mænjuəl] n.曼纽尔（男子名）；曼努埃尔二世（拜占庭皇帝约翰五世的次子）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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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1

威；进行曲

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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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94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moth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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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7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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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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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0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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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2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203 oldest 1 ['əuldist] adj.最老的（old的最高级）；最旧的
204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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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6 outside 1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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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7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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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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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0 plants 1 [p'lɑːnts] n. 植物花卉；工厂（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） v. 种植；设立；建立；安插；栽赃（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
1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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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）

plenty 1 ['plenti] n.丰富，大量；充足 adj.足够的，很多的 adv.足够 n.(Plenty)人名；(英)普伦蒂
212 profession 1 [prəu'feʃən] n.职业，专业；声明，宣布，表白
213 providing 1 [prəu'vaidiŋ] conj.假如，以…为条件 v.供给（provide的ing形式）；预备
214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211

(泰、缅)布

puts 1 [pʊts] n.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
216 raising 1 ['reiziŋ] n.高地；提高；举；浮雕装饰 v.饲养；升起；举起（raise的ing形式）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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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8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219 retired 1 [ri'taiəd] adj.退休的；退役的；幽闭的 v.退休（retire的过去分词）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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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1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215

人名；(英)赖特

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223 rock 1 [rɔk] n.岩石；摇滚乐；暗礁 vt.摇动；使摇晃 vi.摇动；摇晃 n.(Ro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意、瑞典)罗克
224 rural 1 ['ruərəl] adj.农村的，乡下的；田园的，有乡村风味的
225 Ryan 1 瑞恩；瑞安（人名）
226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227 saved 1 ['seɪvd] adj. 保存了的；获救的 v. 救；节省；保存（动词s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228 schools 1 [s'kuːl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229 secretary 1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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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1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232 sees 1 abbr.扩展企业应用套件（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）
233 separately 1 ['sepəritli] adv.分别地；分离地；个别地
234 serving 1 ['sə:viŋ] n.服务；上菜；一份食物 v.服务（serve的ing形式） adj.用于上菜的 n.(Serving)人名；(瑞典)塞尔温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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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2
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shortage 1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237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238 skill 1 [skil] n.技能，技巧；本领，技术 n.(Skill)人名；(瑞典)希尔
239 soft 1 [sɔft, sɔ:ft] adj.软的，柔软的；温柔的，温和的；软弱的；笨的 adv.柔软地；温和地 n.柔性；柔软的东西；柔软部分
240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241 southeastern 1 [,sauθ'i:stən] adj.东南方的；朝东南的
242 Spanish 1 ['spæniʃ] adj.西班牙的；西班牙人的；西班牙语的 n.西班牙语；西班牙人
243 spent 1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244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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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6 statistics 1 [stə'tistiks] n.统计；统计学；[统计]统计资料
247 Stewart 1 ['stju:ət; 'stju-] n.[宝]斯图尔特（男子名）
248 stud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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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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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250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251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252 talking 1 ['tɔ:kiŋ] adj.说话的，多嘴的；有表情的 n.讲话，谈论 v.谈论；讲话（talk的ing形式） n.(Talking)人名；(英)托金
253 teaches 1 ['tiːtʃɪz] v. 教；教导；教授；教训（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254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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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6
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256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257 thinks 1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258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259 tools 1 [tuːl] n. 工具，用具（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）；器具
260 truly 1 ['tru:li] adv.真实地，不假；真诚地 n.(Truly)人名；(英)特鲁利
261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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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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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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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5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266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267 weekend 1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268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269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270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271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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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73 wor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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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5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riting 1 ['raitiŋ] n.书写；作品；著作；[法]笔迹 v.书写（write的ing形式）
275 youn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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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74

(英、葡)扬
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