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1-18 [Education Report] Public Health Programs See Major
Rise in Students During COVID Crisi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5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in 3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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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health 33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4 of 2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public 2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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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to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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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and 2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8 is 1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 sh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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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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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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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this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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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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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s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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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t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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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 pandemic 9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8 students 9 [st'juːdnts] 学生

19 by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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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he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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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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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field 6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23 program 6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24 programs 6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25 university 6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6 year 6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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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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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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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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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1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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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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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ha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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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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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international 4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37 Keeley 4 n. 基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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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master 4 ['mɑ:stə, 'mæstə] vt.控制；精通；征服 n.硕士；主人；大师；教师 adj.主人的；主要的；熟练的 n.(Master)人名；(英)马斯
特

39 news 4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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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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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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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wor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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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 workers 4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45 working 4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46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7 brown 3 [braun] adj.棕色的，褐色的；太阳晒黑的 vi.变成褐色 n.褐色，棕色 vt.使变成褐色 n.(Brown)人名；(英、意、芬、捷、
德、法、西、葡)布朗

48 college 3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49 community 3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50 covid 3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51 departments 3 [dɪ'pɑ tːmənts] 政府部门

52 enrollment 3 [in'rəulmənt] n.登记；入伍

53 entering 3 ['entəriŋ] v.进入（enter的ing形式）；录入；键入

54 eve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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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Florida 3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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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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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名；(英)海伊

58 interested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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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9 last 3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持，够用；持久 vt.度过，拖过；使维持 adv.最后地；上次，最近；最后一点 n.(La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罗、瑞典)拉斯特

60 local 3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61 majo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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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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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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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ov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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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par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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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planned 3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
68 ri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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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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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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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State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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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studies 3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73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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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75 united 3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76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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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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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7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78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79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80 application 2 n.应用；申请；应用程序；敷用；（对事物、学习等）投入

81 applications 2 [æplɪ'keɪʃəns] n. 申请书；应用程序 名词application的复数形式.

82 aren 2 阿伦

83 Ashley 2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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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5 Beaumont 2 ['bəumɔnt] n.博蒙特（姓氏）；博蒙特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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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88 best 2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89 black 2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90 brightest 2 [braɪt] adj. 明亮的；聪明的；阳光的；生动的；有前途的 adv. 一早 n. 亮色

91 British 2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92 Campbell 2 ['kæmbel] n.坎贝尔（姓氏）

93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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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changed 2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95 complex 2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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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d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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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de 2 [di:] abbr.判定元件（DecisionElement） n.(De)人名；(朝)大

99 dean 2 n.院长；系主任；教务长；主持牧师

100 demand 2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
101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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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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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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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fight 2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105 forefront 2 n.最前线，最前部；活动的中心

106 foundation 2 [faun'deiʃən] n.基础；地基；基金会；根据；创立

107 gjelsvik 2 耶尔斯维克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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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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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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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12 jobs 2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113 Kaiser 2 ['kaizə] n.（德国）皇帝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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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ma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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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nation 2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117 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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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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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plac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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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0 plans 2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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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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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122 problems 2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123 process 2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124 reasons 2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125 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126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127 somebody 2 ['sʌm,bɔdi, -bʌ-, -bə-] n.大人物；重要人物 pron.有人；某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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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spre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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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sprea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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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spring 2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132 stempel 2 [s'tempel] 横梁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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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135 Thompson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136 top 2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137 wanted 2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138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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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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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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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142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143 according 1 adj.相符的；一致的；相应的；和谐的；调和的 adv.依照；根据；按照 v.给予(accord的现在分词)；使和谐一致；
使符合；使适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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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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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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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admission 1 [əd'miʃən] n.承认；入场费；进入许可；坦白；录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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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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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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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aging 1 ['eidʒiŋ] n.老化；陈化，熟化

153 aid 1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
154 aims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155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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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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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annie 1 ['æni] n.安妮（女子名）

159 apparent 1 [ə'pærənt] adj.显然的；表面上的

160 appearing 1 [ə'piəriŋ] n.[印刷]版面高度 v.出现，显得（appear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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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assistant 1 [ə'sistənt] n.助手，助理，助教 adj.辅助的，助理的；有帮助的

163 association 1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164 August 1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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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斯特

165 autumn 1 ['ɔ:təm] n.秋天；成熟期；渐衰期，凋落期 adj.秋天的，秋季的 n.(Autumn)人名；(英)奥特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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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begin 1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168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
169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170 bigger 1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
171 biochemistry 1 [,baiəu'kemistri] n.生物化学 生物化学过程

172 biology 1 [bai'ɔlədʒi] n.（一个地区全部的）生物；生物学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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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Brian 1 ['braiən] n.布莱恩（男子名）

175 budgets 1 ['bʌdʒɪt] n. 预算 vt. 编预算；为 ... 做预算 vi. 节省开支 adj. 廉价的；不贵的

176 cancel 1 vt.取消；删去 vi.取消；相互抵消 vi.取消，撤销 n.取消，撤销 n.(Cancel)人名；(法)康塞尔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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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castrucci 1 卡斯特鲁奇

179 Caty 1 卡蒂

180 champaign 1 ['tʃæmpein, ʃæm'pein] n.平原；原野 adj.广阔的；平坦的

181 charge 1 [tʃɑ:dʒ] n.费用；电荷；掌管；控告；命令；负载 vt.使充电；使承担；指责；装载；对…索费；向…冲去 vi.充电；控
告；索价；向前冲；记在账上 n.(Charge)人名；(法)沙尔热；(英)查奇

182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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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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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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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completed 1 [kəm'pliː 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7 considering 1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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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controlled 1 [kən'trəuld] adj.受控制的；受约束的；克制的 v.控制；约束（control的过去式）；指挥

190 copier 1 ['kɔpiə] n.复印机（等于copyingmachine）；抄写员；模仿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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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corps 1 [kɔ:] n.军团；兵种；兵队；（德国大学的）学生联合会 n.(Corps)人名；(西、德)科尔普斯

193 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
194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特

195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196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197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98 degree 1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
199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200 direction 1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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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disappeared 1 [dɪsə'piəd] adj. 消失的 动词disapp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03 document 1 n.文件，公文；[计]文档；证件 vt.记录，记载

204 Dreams 1 [driː mθ] n. 梦想 名词dream的复数形式.

205 dropped 1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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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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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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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9 Emilie 1 n. 埃米莉

210 emory 1 ['eməri] n.埃默里

211 engineering 1 [,endʒi'niəriŋ] n.工程，工程学 v.设计；管理（engineer的ing形式）；建造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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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entered 1 ['entə(r)d] adj. 进入的 动词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14 epidemiologist 1 ['epi,di:mi'ɔlədʒist] n.流行病学家

215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216 ethnic 1 ['eθnik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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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examining 1 adj.审查的；考试的 v.检查；审讯；进行考试（examin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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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executive 1 adj.行政的；经营的；执行的，经营管理的 n.总经理；执行委员会；执行者；经理主管人员

221 explore 1 [ik'splɔ:] vt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 vi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

222 extended 1 [ik'stendid] adj.延伸的；扩大的；长期的；广大的 v.延长；扩充（extend的过去分词）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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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4 fall 1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225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226 f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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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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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formal 1 ['fɔ:məl] adj.正式的；拘谨的；有条理的 n.正式的社交活动；夜礼服 n.(Formal)人名；(法)福马尔

229 forty 1 ['fɔ:ti] n.四十 adj.四十的；四十个的

230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231 front 1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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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generation 1 [,dʒenə'reiʃən] n.一代；产生；一代人；生殖

234 Georgia 1 ['dʒɔ:dʒjə] n.乔治亚州；格鲁吉亚（前苏联加盟共和国）；乔治娅（女子名）

235 g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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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6 goals 1 ['ɡəʊlz] n.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.

237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238 governmental 1 [,gʌvən'mentəl] adj.政府的；政治的；统治上的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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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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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241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242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243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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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246 hern 1 [hə:n] n.苍鹭；青鹭 n.(Hern)人名；(英)赫恩；(西)埃尔恩

247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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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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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252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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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3 Illinois 1 [,ili'nɔi(z)] n.伊利诺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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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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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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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infection 1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
258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259 island 1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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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Jamaican 1 [dʒə'meikən] adj.牙买加的；牙买加人的 n.牙买加人

262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263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264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65 jumps 1 v.跳跃；暴增（jump的三单形式） n.跳跃；猛涨（jump的复数）

266 kelsie 1 n. 凯尔茜

267 Kenya 1 ['kenjə; 'ki:njə] n.肯尼亚（东非国家）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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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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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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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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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
274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275 loan 1 [ləun] n.贷款；借款 vi.借出 vt.借；借给

276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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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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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magnolia 1 [mæg'nəuliə] n.[植]木兰；玉兰类的植物 adj.木兰科的 n.(Magnolia)人名；(意)马尼奥利亚；(英)马格诺利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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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282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283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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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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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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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290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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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293 newly 1 ['nju:li] adv.最近；重新；以新的方式

294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295 nonprofit 1 adj.非盈利的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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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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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8 occurrence 1 [ə'kə:rəns, -'kʌ-] n.发生；出现；事件；发现

299 officer 1 ['ɔfisə, 'ɔ:-] n.军官，警官；公务员，政府官员；船长 vt.指挥 n.(Officer)人名；(英)奥菲瑟

300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301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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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304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05 overseas 1 ['əuvə'si:z] adv.在海外，海外 adj.海外的，国外的

306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307 participant 1 [pɑ:'tisipənt] adj.参与的；有关系的 n.参与者；关系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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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310 peace 1 [pi:s] n.和平；平静；和睦；秩序 n.(Peace)人名；(英)皮斯

311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312 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313 positions 1 [pə'ziʃənz] n.[水运]位置（position的复数）；定位

314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315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316 protecting 1 [prə'tektiŋ] adj.保护的；防护的 v.保护；防护（protect的ing形式）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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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泰、缅)布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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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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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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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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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reduced 1 [ri'dju:st] adj.减少的；[数]简化的；缩减的

325 remembers 1 英 [rɪ'membə(r)] 美 [rɪ'membər] v. 记得；想起；记住，铭记；回忆；提及

326 replaced 1 [rɪ'pleɪsd] adj. 被替换的 动词re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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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29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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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request 1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
331 retire 1 [ri'taiə] vi.退休；撤退；退却 vt.退休；离开；收回 n.退休；退隐；退兵信号

332 rhode 1 [rəud] n.罗德岛

333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334 Robert 1 ['rɔbət] n.罗伯特（男子名）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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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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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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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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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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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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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3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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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seventy 1 ['sevənti] n.七十；七十个；七十岁；七十年代 adj.七十的；七十个的；七十岁的 num.七十

346 sharp 1 adj.急剧的；锋利的；强烈的；敏捷的；刺耳的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；突然地 n.尖头 vt.磨快；把音调升高 vi.升音演奏
n.(Sharp)人名；(英)夏普

347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348 solving 1 ['sɒlvɪŋ] n. 解决办法 动词sol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49 sought 1 [sɔ:t] v.寻找（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50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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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struggle 1 ['strʌgl] vi.奋斗，努力；挣扎 n.努力，奋斗；竞争 vt.使劲移动；尽力使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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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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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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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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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59 think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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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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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threats 1 [θret] n. 威胁；恐吓；凶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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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64 turnover 1 ['tə:n,əuvə] n.翻覆；[贸易]营业额；流通量；半圆卷饼；失误 adj.翻过来的；可翻转的

365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66 Urbana 1 n.乌尔班纳（美国伊利诺伊州城市名）

367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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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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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voice 1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371 volunteer 1 [,vɔlən'tiə] n.志愿者；志愿兵 adj.志愿的 vi.自愿 vt.自愿
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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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watched 1 英 [wɒtʃ] 美 [wɑ tːʃ] v. 注视；看守；观看 n. 手表；监视；看守；值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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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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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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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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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3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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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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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1 workforce 1 ['wə:kfɔ:s] n.劳动力；工人总数，职工总数

382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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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written 1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
385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http://www.voase.cn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