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1-30 [Education Report] US School Closings Can Leave Rural
Students Struggling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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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1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4 school 18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5 i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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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students 14 [st'juːdnts] 学生

7 or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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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9 of 1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0 with 1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1 buses 7 ['bʌsiz] n.公共汽车（bus的复数形式） v.乘公共汽车；用公共汽车运送（bu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2 district 7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13 he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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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5 t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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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Castillo 5 n.卡斯蒂略（人名）

17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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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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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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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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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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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s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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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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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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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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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us 4 [bʌs] n.公共汽车 乘公共汽车

27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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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Cuba 4 ['kju:bə] n.古巴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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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ho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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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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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伯)赛义德

32 schoolwork 4 ['sku:lwə:k] n.家庭作业；学校作业

33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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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5 areas 3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36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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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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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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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 autum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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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omputers 3 [kəm'pju tːəz] n.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.

40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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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electric 3 [i'lektrik] adj.电的；电动的；发电的；导电的；令人震惊的 n.电；电气车辆；带电体

42 families 3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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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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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Internet 3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46 ju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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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learning 3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48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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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lo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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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51 online 3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52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53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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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pers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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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rural 3 ['ruərəl] adj.农村的，乡下的；田园的，有乡村风味的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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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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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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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we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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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61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62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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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4 batteries 2 ['bætərɪz] n. 电池 名词battery 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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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bett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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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bri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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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bullying 2 ['bʊli] n. 欺凌弱小者；开球 vt. 恐吓；威胁；欺负

69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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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cells 2 ['selz] n. 单元；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.

71 computer 2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72 covid 2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73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74 doing 2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75 down 2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76 driver 2 [draivə] n.驾驶员；驱动程序；起子；传动器 n.(Driver)人名；(德)德里弗；(英)德赖弗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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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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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8 easier 2 [英 ['i:zɪə] 美 ['i:zɪr]] adj.更简单；容易些（easy的比较级形式）；较早的

79 electricity 2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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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Evans 2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82 father 2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
83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84 half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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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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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7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88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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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Jonathan 2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91 kelly 2 ['keli] n.黄绿色，鲜绿色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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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liv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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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meals 2 [miː lz] n. 伙食 名词meal的复数形式.

95 Mexico 2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96 move 2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97 native 2 ['neitiv] adj.本国的；土著的；天然的；与生俱来的；天赋的 n.本地人；土产；当地居民

98 Navajo 2 ['nævəhəu] n.纳瓦霍人（美国最大的印第安部落）

99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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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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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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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土)奥韦尔

104 paper 2 ['peipə] n.纸；论文；文件；报纸 adj.纸做的 vt.用纸糊；用纸包装 vi.贴糊墙纸；发交通违章传票 n.(Paper)人名；(俄)帕
佩尔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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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107 running 2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人名；(英)朗宁

108 small 2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109 started 2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10 struggling 2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
111 talk 2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112 teachers 2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113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114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15 trash 2 [træʃ] n.垃圾；废物 vt.丢弃；修剪树枝

116 usb 2 [ˌjuːes'biː ] abbr. 通用串行总线(=universal serial bus)

117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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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119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20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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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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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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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wor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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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4 workers 2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125 above 1 [ə'bʌv] prep.超过；在……上面；在……之上 adv.在上面；在上文 adj.上文的 n.上文

126 ab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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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Acts 1 [ækts] abbr.声控遥测系统（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）；声控制与遥测系统
（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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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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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advisers 1 [əd'vaɪzəz] 班主任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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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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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all 1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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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36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37 anymore 1 ['eni'mɔ:] adv.再也不，不再

138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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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art 1 n.（包括雕塑、绘画、音乐等的）艺术，美术；美术（作）品；艺品（作）品；（表演）艺术；技术，技巧； adj.艺术
的；艺术品的；具有艺术性的 v.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，过时用法

141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142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143 attanasio 1 阿塔纳西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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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146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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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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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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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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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belongs 1 英 [bɪ'lɒŋ] 美 [bɪ'lɔː ŋ] vi. 应归入；属于

152 birthday 1 ['bə:θdei] n.生日，诞辰；诞生的日子

153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154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155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156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157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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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camper 1 ['kæmpə] n.露营者，野营者 n.(Camper)人名；(荷、英)坎珀

160 candy 1 ['kændi] vt.用糖煮；使结晶为砂糖；美化 vi.糖煮；成为结晶 n.糖果（等于sweets）；冰糖（等于
sugarcandy，rockcandy）；毒品 adj.新潮的（服饰）；甜言蜜语的

161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162 car 1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163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
164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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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5 castillos 1 n. 卡斯蒂约斯(在乌拉圭；西经 57º45' 南纬 33º50'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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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cedar 1 ['si:də] n.雪松；香柏；西洋杉木 n.(Cedar)人名；(英)锡达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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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charged 1 [tʃɑ:dʒd] adj.带电的；充满感情的；气氛紧张的 vt.填充

170 charging 1 英 [tʃɑːdʒɪŋ] 美 ['tʃɑːdʒɪŋ] n. 充电；装料；炉料 动词charg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71 classes 1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172 classrooms 1 [k'læsruːmz] 教室

173 clean 1 [kli:n] adj.清洁的，干净的；清白的 vt.使干净 vi.打扫，清扫 adv.完全地 n.打扫 n.(Clean)人名；(英)克林

174 closing 1 ['kləuziŋ] adj.收盘的；结束的；结尾的 n.结尾辞 v.关闭（close的ing形式）

175 closings 1 n.结束（的）( closing的名词复数 ); 结束（的），结语，论文末尾的结语; （使）关，关闭( close的现在分词 ); 终止

176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177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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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costly 1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
180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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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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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
西)迪尔

184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185 device 1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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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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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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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difficulty 1 ['difikəlti] n.困难，困境

190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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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drivers 1 [d'raɪvəz] n. 驱动器；驱动程序；司机 名词driver的复数形式.

193 drives 1 n. 驱动程序；驱动器 名词drive的复数形式.

194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195 edge 1 [edʒ] n.边缘；优势；刀刃；锋利 vt.使锐利；将…开刃；给…加上边 vi.缓缓移动；侧着移动 n.(Edge)人名；(英)埃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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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198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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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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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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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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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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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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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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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finish 1 ['finiʃ] vt.完成；结束；用完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结束；完美；回味（葡萄酒）

207 finishing 1 ['finiʃiŋ] adj.最后的；终点的 n.完成，结束；最后的修整 v.完成（finish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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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8 forward 1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
209 fruits 1 [f'ru tːs] n. 成果 名词fruit的复数.

210 funny 1 adj.有趣的，好笑的，滑稽的；（口）稀奇的，古怪的，奇异的；有病的，不舒服的；狡猾的，欺骗（性）的，可疑
的，不光明 n.滑稽人物；笑话，有趣的故事；滑稽连环漫画栏；（英）（比赛用）单人双桨小艇

211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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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213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214 graduations 1 n. 毕业典礼（graduation的复数）

215 grandfather 1 ['grænd,fɑ:ðə] n.祖父；始祖 vt.不受新规定限制

216 greatly 1 ['greitli] adv.很，大大地；非常

217 hand 1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
218 handed 1 ['hændid] adj.有手的；用...手的 v.帮助（hand的过去分词）；递送

219 happiness 1 ['hæpinis] n.幸福

220 harass 1 ['hærəs, hə'ræs] vt.使困扰；使烦恼；反复袭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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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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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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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5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226 hispanic 1 [hi'spænik] adj.西班牙的

227 hopefully 1 ['həupfuli] adv.有希望地，有前途地

228 horses 1 ['hɔː sɪz] n. 马（名词horse的复数形式） v. 骑马；捉弄（动词hors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29 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
230 house 1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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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233 improved 1 [ɪm'pruːvd] adj. 改良的；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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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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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independent 1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
237 intended 1 [in'tendid] adj.故意的，有意的；打算中的 n.已订婚者 v.打算；准备（intend的过去分词）

238 intimidate 1 [in'timideit] vt.恐吓，威胁；胁迫

239 into 1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
240 issued 1 ['ɪʃu ]ː n. 议题；问题；期刊号；一次发行额；发行；<律>子女 v. 发表；公布；正式发给；发行；流出

241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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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3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244 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245 language 1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246 l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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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
248 learners 1 ['lɜːnəz] 学习者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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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lessons 1 ['lesn] n. 教训；课，功课，课业；榜样，典范 vt. 教训，告诫，训斥；给 ... 上课

251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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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2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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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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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256 load 1 [ləud] n.负载，负荷；工作量；装载量 vi.[力]加载；装载；装货 vt.使担负；装填

257 loaded 1 ['ləudid] adj.负荷的；装填子弹的；装好胶卷的；喝醉了的（美国俚语）；阔绰的（美国俚语） v.装载（load的变形）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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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259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260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261 lunches 1 [lʌntʃ] n. 午餐 v. 吃(午餐)；提供(午餐)

262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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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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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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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268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269 method 1 ['meθəd] n.方法；条理；类函数 adj.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

270 milk 1 [milk] n.牛奶；乳状物 vt.榨取；挤…的奶 vi.挤奶 n.(Milk)人名；(英)米尔克

271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272 necessities 1 [nɪ'sesɪtɪz] n. 必需品 名词necessity的复数形式.

273 neighbors 1 ['neɪbɔː z] n. 邻居 名词neighbor的复数形式. =neighbours.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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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276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277 nurses 1 ['nɜːsɪz] n. 护士；看护；保姆 名词nur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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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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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81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82 passes 1 ['paː sɪz] n. 途径；通行 名词pass的复数形式.

283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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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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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pick 1 [pik] vi.挑选；采摘；挖 vt.拾取；精选；采摘；掘 n.选择；鹤嘴锄；挖；掩护 n.(Pi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捷、匈、瑞
典)皮克

287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288 prepared 1 adj.准备好的 v.准备（prepare的过去分词）

289 preparing 1 [prɪ'peərɪŋ] adj. 准备的；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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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property 1 ['prɔpəti] n.性质，性能；财产；所有权

292 providing 1 [prəu'vaidiŋ] conj.假如，以…为条件 v.供给（provide的ing形式）；预备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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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95 record 1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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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6 rectangular 1 ['rek'tæŋgjulə] adj.矩形的；成直角的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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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restart 1 [,ri:'stɑ:t, 'ri:stɑ:t] vi.[计]重新启动；重新开始 vt.[计]重新启动；重新开始 n.重新开始；返聘

299 riding 1 ['raidiŋ] n.骑马；骑术 v.骑；乘坐（ride的现在分词） n.(Riding)人名；(英)赖丁

300 sad 1 [sæd] adj.难过的；悲哀的，令人悲痛的；凄惨的，阴郁的（形容颜色）

301 sadness 1 ['sædnis] n.悲哀

302 semester 1 [si'mestə] n.学期；半年

303 sends 1 [sendz] n. 随浪上浮 名词send的复数形式.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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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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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shut 1 [ʃʌt] vt.关闭；停业；幽禁 vi.关上；停止营业 n.关闭 adj.关闭的；围绕的 n.(Shut)人名；(俄)舒特；(中)室(广东话·威妥玛)

307 shutting 1 ['ʃʌtɪŋ] n. 关闭；封锁；停业 动词shu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08 sits 1 [sɪt] v. 坐；栖息；使就座 n. 坐；栖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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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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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312 speak 1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
313 speaking 1 ['spi:kiŋ] adj.演讲的；富于表情的，雄辩的 n.说话；演讲 v.讲（speak的ing形式）

314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315 spoken 1 ['spəukən] adj.口语的，口头的 v.说（speak的过去分词）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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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storing 1 ['stɔ:riŋ] n.储存；保管 v.储存；供应（store的ing形式） adj.存储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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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stuff 1 [stʌf] n.东西；材料；填充物；素材资料 vt.塞满；填塞；让吃饱 vi.吃得过多

320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321 suicide 1 ['sjuisaid] n.自杀；自杀行为；自杀者 adj.自杀的 vt.自杀 vi.自杀

322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323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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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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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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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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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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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thrown 1 [θrəun, 'θrəun] v.抛（throw的过去分词）；扔掉

330 toilet 1 ['tɔilit] n.厕所，盥洗室；梳妆，打扮 vi.梳妆，打扮 vt.给…梳妆打扮

331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32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33 transferring 1 [træns'fɜ rːɪŋ] n. 转移；传递；传输 动词transfer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34 travels 1 ['trævəlz] n. 漫游；旅行 名词travel的复数形式.

335 trip 1 [trip] vi.绊倒；远足；犯错误；轻快地走 n.旅行；绊倒；差错 vt.绊倒；使犯错 n.(Trip)人名；(荷)特里普

336 trust 1 ['trʌst] n.信任，信赖；责任；托拉斯 vt.信任，信赖；盼望；赊卖给 vi.信任，信赖；依靠 n.(Trust)人名；(英)特拉斯特

337 unclear 1 英 [ˌʌn'klɪə(r)] 美 [ˌʌn'klɪr] adj. 不清楚的；含混的

338 us 1 pron.我们

339 useful 1 ['ju:sful] adj.有用的，有益的；有帮助的

340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41 vegetables 1 ['vedʒɪtəblz] 蔬菜,vegetable的复数形式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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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vide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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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village 1 ['vilidʒ] n.村庄；村民；（动物的）群落

345 visits 1 ['vɪzɪt] v. 拜访；参观；闲谈 n. 拜访；参观；聊天

346 volleyball 1 ['vɔlibɔ:l] n.排球

347 want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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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water 1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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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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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352 widely 1 ['waidli] adv.广泛地

353 Wilson 1 ['wilsən] n.威尔逊（姓氏）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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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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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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