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2-30 [Health and Lifestyle] One U.S. City Has More Drug
Deaths Than COVID Deaths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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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2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3 actual 1 ['æktʃuəl] adj.真实的，实际的；现行的，目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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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lleyway 1 ['æliwei] n.胡同；小巷；窄街；走廊

6 alleyways 1 n.小巷，窄街，（船上的）通道( alleyway的名词复数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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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9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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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12 apartment 1 [ə'pɑ:tmənt] n.公寓；房间

13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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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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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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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 be 6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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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21 bri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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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23 buildings 2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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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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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calculating 1 ['kælkjuleitiŋ] adj.计算的；深谋远虑的；审慎的 v.计算（calculate的ing形式）

27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28 called 2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29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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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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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cause 2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32 chronicle 1 ['krɔnikl] n.编年史，年代记；记录 vt.记录；把…载入编年史

33 city 9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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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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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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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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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data 2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40 deaths 5 ['deθs] 死亡人口

41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42 died 2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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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disrupt 1 [dis'rʌpt] vt.破坏；使瓦解；使分裂；使中断；使陷于混乱 adj.分裂的，中断的；分散的

44 disrupted 1 [dɪs'rʌpt] vt. 干扰；打断；妨碍；使分裂；使破裂

45 dope 3 [[dəup] n.笨蛋；麻醉药物；涂料 vt.上涂料；服药 vi.吸毒；吸毒成瘾 （俚）酷毙了

46 dose 1 [dəus] n.剂量；一剂，一服 vi.服药 vt.给药；给…服药 n.(Dose)人名；(德)多泽；(意、西、葡、塞)多塞；(英)多斯

47 downtown 1 ['daun'taun] adv.往闹市区；在市区 adj.市中心的 n.市中心区；三分线以外

48 drug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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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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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51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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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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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examiner 1 [ig'zæminə] n.检验员；主考人；[专利]审查员

55 facts 1 n. 事实 名词fact的复数形式.

56 fa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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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fentanyl 3 ['fentənil] n.芬太尼（主要用作止痛剂）

58 for 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59 Francisco 5 [fræn'siskəu] n.弗朗西斯科（男子名，等于Francis）

60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61 funded 2 [fʌnd] n. 基金 vt. 资助；转为（长期贷款）

62 Greater 1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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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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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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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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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higher 2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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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homeless 1 ['həumlis] adj.无家可归的 无家可归的人 无家可归

70 hotel 1 [həu'tel] n.旅馆，饭店；客栈 vt.使…在饭店下榻 vi.进行旅馆式办公 n.(Hotel)人名；(法)奥泰尔

71 housing 1 ['hausiŋ] n.房屋；住房供给；[机]外壳；遮盖物；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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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i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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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4 income 1 ['inkʌm] n.收入，收益；所得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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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77 interrupt 1 [,intə'rʌpt] vt.中断；打断；插嘴；妨碍 vi.打断；打扰 n.中断

78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9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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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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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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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largely 1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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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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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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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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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；(英、德)洛

87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88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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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matteo 2 n. 马泰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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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medication 3 [,medi'keiʃən] n.药物；药物治疗；药物处理

93 medicine 2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94 mid 1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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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morphine 1 ['mɔ:fi:n] n.[毒物][药]吗啡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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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narcan 4 ['nɑːkæn] 盐酸烯丙羟吗啡酮

99 nearly 2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00 neighborhoods 1 ['neɪbɔː hʊdz] 生活社区

101 normal 2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102 nose 1 [nəuz] n.鼻子；嗅觉；突出的部分；探问 vt.嗅；用鼻子触 vi.小心探索着前进；探问

103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104 number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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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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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of 1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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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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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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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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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overdose 11 ['əuvədəus, ,əuvə'dəus] vt.配药过量；使过分沉溺 n.药量过多（等于overdosage） vi.服药过量；过分沉溺

113 overdosed 1 英 ['əʊvədəʊs] 美 ['oʊvərdoʊs] n. 配药量过多；过量 v. （使）服过量的药

114 overdoses 3 英 ['əʊvədəʊs] 美 ['oʊvərdoʊs] n. 配药量过多；过量 v. （使）服过量的药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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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painkiller 1 ['pein,kilə] n.止痛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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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Parks 1 n.帕克斯（人名）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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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passage 1 n.一段（文章）；走廊；通路；通过 n.(Passage)人名；(英)帕西奇；(法)帕萨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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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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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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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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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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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prevented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
128 prevention 2 [pri'venʃən, pri:-] n.预防；阻止；妨碍

129 program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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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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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式

130 progress 1 ['prəugres, 'prɔ-, prəu'gres] n.进步，发展；前进 vi.前进，进步；进行 n.(Progress)人名；(赞)普罗格雷斯

131 project 1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132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133 reasoning 1 ['ri:zəniŋ] n.推理；论证；评理 adj.推理的 v.推论；说服（reason的ing形式）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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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records 1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136 refill 1 [,ri:'fil] vi.被再注满 vt.再装满；再充满 n.替换物；再注满

137 re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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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reported 5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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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reversing 1 [ri'və:siŋ] adj.回动的 v.颠倒；倒转；完全改变（reverse的ing形式）

141 rooms 1 [ruːm] n. 房间；空间；机会 v. 寄宿；给…提供留宿

142 San 5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
143 save 1 vt.节省；保存；储蓄；解救 vi.节省；挽救 prep.除...之外 n.救援 n.(Save)人名；(法)萨夫；(意、保、西、罗、塞、瑞典)
萨薇(女名)，萨韦

144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145 self 1 [self] n.自己，自我；本质；私心 adj.同一的 vt.使自花授精；使近亲繁殖 vi.自花授精 n.(Self)人名；(英)塞尔夫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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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7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148 sidewalks 1 n.人行道( sidewalk的名词复数 )

149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150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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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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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someth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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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sprayed 1 [spreɪ] v. 喷雾；喷射；扫射 n. 喷雾；喷雾器；水沫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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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stronger 1 [英[strɒŋə(r)] 美[strɒŋə]] adj.更强壮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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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supply 2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158 tak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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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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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t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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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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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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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64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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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66 time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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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to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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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8 too 2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169 touched 1 adj.受感动的；神经兮兮的 v.触摸（tou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70 treatment 1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171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72 unable 1 [ʌn'eibl] adj.不会的，不能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；不能胜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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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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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urged 1 ['ɜːdʒd] v. 催促；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5 u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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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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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victims 2 ['vɪktɪmz] n. 受害者 名词victim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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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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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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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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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184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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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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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7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188 worsened 2 英 ['wɜːsn] 美 ['wɜ rːsn] v. (使)更坏；（使) 恶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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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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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