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-08-11 [Education Report] Studies_ Students' Progress Slowed
during the Pandemic 词频表
the 5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of 2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 in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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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that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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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 and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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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udents 16 [st'juːdnts] 学生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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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

通话·威妥玛)

school 1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9 learning 10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10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11 year 9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12 schools 8 [s'kuːl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13 study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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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 income 7 ['inkʌm] n.收入，收益；所得
15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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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 by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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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 education 6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18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19 las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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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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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21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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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pandemic 6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23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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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

伯)赛义德
24

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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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26 math 5 [mæθ] n.数学（等于mathematics） n.(Math)人名；(德)马特；(柬)马；(英)马思
27 mo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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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5

以)莫雷

person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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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 research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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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30 scores 5 英 [skɔː(r)] 美 [skɔː] vt. 得分；获胜；刻划；划线；批评；给 ... 谱曲 n. 得分；刻痕；二十；乐谱 vi. 得分；记分；得胜
31 student 5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32 test 5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33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34 week 5 [wi:k] n.周，星期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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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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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 low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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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

名；(英、德)洛
38

one

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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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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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ogress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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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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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42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43 another 3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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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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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 crpe 3 n. 克里普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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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 found 3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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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 lake 3 [leik] n.湖；深红色颜料；胭脂红 vt.（使）血球溶解 vi.（使）血球溶解 n.(Lake)人名；(德、塞、瑞典)拉克；(英)莱克
51 le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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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 little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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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 long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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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

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54

lower 3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minority 3 n.少数民族；少数派；未成年
56 perce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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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 reading 3 ['ri:diŋ] n.阅读，朗读；读物；读数 adj.阅读的 v.阅读（read的ing形式）
58 slowed 3 英 [sləʊ] 美 [sloʊ] adj. 慢的 adv. 慢慢地 v. 放慢；减速
59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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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 term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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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62 wrote 3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63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64 ab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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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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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bsent 2 ['æbsənt, æb'sent] adj.缺席的；缺少的；心不在焉的；茫然的 vt.使缺席
67 achievement 2 n.成就；完成；达到；成绩
68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69 adult 2 ['ædʌlt, ə'dʌlt] adj.成年的；成熟的 n.成年人
70 alarming 2 [ə'lɑ:miŋ] adj.令人担忧的；使人惊恐的 v.使惊恐（alarm的ing形式）
71 argues 2 英 ['ɑːɡjuː] 美 ['ɑːrɡjuː] v. 说服；争论；辩论
72 authors 2 [图情] 者
73 averag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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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6

间色

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75 behind 2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76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77 biggest 2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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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4
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classes 2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80 contagious 2 [kən'teidʒəs] adj.感染性的；会蔓延的
81 core 2 [kɔ:] n.核心；要点；果心；[计]磁心 vt.挖...的核 n.(Core)人名；(英)科尔；(西、意)科雷
82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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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oubt 2 [daut] n.怀疑；疑问；疑惑 v.怀疑；不信；恐怕；拿不准
84 drops 2 [drɒps] n. 珠；滴剂（名词drop的复数形式） v. 滴，滴下，滴落（动词dr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85 educators 2 ['edʒʊkeɪtəz] 教育者
86 etc 2 adv.等等，及其他
87 experts 2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88 feel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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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；
83

触摸

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90 greatly 2 ['greitli] adv.很，大大地；非常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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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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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3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94 masks 2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95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96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97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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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89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mostly 2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99 mu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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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0 national 2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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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103 online 2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104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105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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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8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st 2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107 points 2 [英[pɒɪnts] 美[pɔints]] n.点；目的（point的复数）；见解 v.指引；瞄准（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oints)人名；(英)波因
106

茨

released 2 [rɪ'liː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109 reopening 2 英 [ˌriː'əʊpən] 美 [ˌriː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110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111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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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8

话·威妥玛)

showed 2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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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4 suffered 2 ['sʌfəd] v. 遭受，允许，宽恕（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15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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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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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117 third 2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118 tweet 2 n.小鸟叫声；自录音再现装置发出的高音；推特 vi.吱吱地叫；啾鸣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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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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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1 white 2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122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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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6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academically 1 [,ækə'demikəli] adv.学术上；学业上
124 achieved 1 [ə'tʃiːvd] adj. 获得的；达到的；实现的 动词achie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25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1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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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127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128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129 agree 1 [əˈɡriː] vt.同意，赞成；承认；约定，商定 vi.vi.同意，意见一致；约定，商定
130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131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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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3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134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135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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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7 argue 1 ['ɑgju:] vi.争论，辩论；提出理由 vt.辩论，争论；证明；说服 n.(Argue)人名；(英、法)阿格
138 assistance 1 [ə'sistəns] n.援助，帮助；辅助设备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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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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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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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1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142 basic 1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143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144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145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146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147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148 bill 1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149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150 bipartisan 1 [,baipɑ:ti'zæn, -'pɑ:tizən] adj.两党连立的；代表两党的
151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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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0

的）食品罐头

cardona 1 n. 卡多纳
154 caused 1 [kɔː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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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53
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157 closures 1 英 ['kləʊʒə(r)] 美 ['kloʊʒər] n. 关闭；关口；讨论终结；终结
158 collected 1 [kə'lektid] adj.镇定的；收集成的 v.收集；聚集（collect的过去式）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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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6

梅

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161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162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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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0

乐的

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165 danger 1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166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167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168 debated 1 [dɪ'beɪt] n. 辩论；讨论 vt. 争论；思考 vi. 辩论
169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1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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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ecline 1 [di'klain] n.下降；衰退；斜面 vi.下降；衰落；谢绝 vt.谢绝；婉拒
171 declines 1 [dɪ'klaɪn] v. 下降；减少；变弱；拒绝；倾斜 n. 衰微；跌落；晚年
172 delta 1 ['deltə] n.（河流的）三角洲；德耳塔（希腊字母的第四个字） n.(Delta)人名；(英、罗、葡)德尔塔
173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174 depends 1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175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176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177 districts 1 ['dɪstrɪkt] n. 地区；行政区 vt. 把 ... 划分成区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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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0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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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9

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180

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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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wn

earned 1 ['ɜːnd] adj. 挣得的；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82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183 educate 1 ['edju:keit] vt.教育；培养；训练 vi.教育；训练
184 educational 1 [,edju:'keiʃənəl] adj.教育的；有教育意义的
185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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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7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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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9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190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191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192 exacerbate 1 [ek'sæsəbeit, igz-] vt.使加剧；使恶化；激怒
193 exacerbated 1 英 [ɪɡ'zæsəbeɪt] 美 [ɪɡ'zæsərbeɪt] vt. 加重(使 ... 恶化；激怒)
194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195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196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197 facilities 1 [fə'sɪlɪtɪz] n. 设施；设备；工具 名词facility的复数形式.
198 failed 1 [feild] adj.已失败的，不成功的 v.失败，不成功（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99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200 Federal 1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181
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202 finished 1 ['finiʃt] adj.完结的，完成的；精巧的 v.完成；结束；毁掉（finish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203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201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urth 1 [fɔ:θ] adj.第四的，第四个的；四分之一的 n.第四，月的第四日；四分之一 num.第四
205 funding 1 ['fʌndiŋ] n.提供资金；用发行长期债券的方法来收回短期债券 v.提供资金；积存（fund的ing形式）
206 gap 1 n.间隙；缺口；差距；分歧 vi.裂开 vt.使形成缺口
207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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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4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grader 1 ['greidə] n.分级机；分类机；（美）（中小学的）…年级学生 n.(Grader)人名；(英)格雷德尔
210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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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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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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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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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4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213
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216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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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5

名；(英)海伊

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218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219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220 hispanic 1 [hi'spænik] adj.西班牙的
221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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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3 hurting 1 adj.受伤害的；受损的 v.伤害；伤心；弄痛（hurt的ing形式）
224 impac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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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25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226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227 improved 1 [ɪm'pruːvd] adj. 改良的；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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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9 inequities 1 [ɪ'nekwɪtɪz] n. 不公平待遇 名词inequity的复数.
230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231 infrastructure 1 ['infrə,strʌktʃə] n.基础设施；公共建设；下部构造
232 instruction 1 [in'strʌkʃən] n.指令，命令；指示；教导；用法说明
233 interview 1 ['intəvju:] n.接见，采访；面试，面谈 vt.采访；接见；对…进行面谈；对某人进行面试
234 investments 1 [ɪn'vestmənts] 投资
235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236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237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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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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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217
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leaders 1 [liː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241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242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243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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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0

因
245

majo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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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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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6
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24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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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tters 1 ['mætəz] n. 事情 名词matter的复数形式.
250 mckinsey 1 [mə'kɪnzɪ] n. 麦肯锡（公司名）
251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252 megan 1 [megə:ŋ] n.梅根（女子名）
253 Miguel 1 [mi'gel] n.米格尔（男子名）
254 missing 1 ['misiŋ] adj.失踪的；缺少的 v.错过（miss的ing形式）；想念；漏掉 n.(Missing)人名；(德)米辛
2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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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256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257 needed 1 ['niː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258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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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0 opportunities 1 [ˌɒpə'tjuːnɪtɪs] npl. opportunity的复数形式，机会，时机
261 outcomes 1 n. 产出，结果，成果（名词outcome的复数形式）
262 pap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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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5

佩尔

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264 percentile 1 [pə'sentail] adj.百分率的；按百等分排列的 n.百分位
265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263

莱斯

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267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268 poorer 1 英 [pʊə(r)] 美 [pʊr] adj. 可怜的；贫穷的；低劣的 n. 穷人
269 pre 1 abbr.炼油工程师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）
270 present 1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271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272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273 previous 1 ['pri:vjəs] adj.以前的；早先的；过早的 adv.在先；在…以前
274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275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276 proposed 1 英 [prəʊ'pəʊzd] 美 [prə'poʊzd] adj. 被提议的
277 public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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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8 publication 1 [,pʌbli'keiʃən] n.出版；出版物；发表
279 published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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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1 race 1 n.属，种；种族，人种；家庭，门第；赛事，赛跑 vt.使参加比赛；和…竞赛；使急走，使全速行进 vi.比速度，参加竞
266

赛；全速行进 n.(Race)人名；(英)雷斯；(塞)拉采

rates 1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283 reasons 1 ['riː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284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285 reinventing 1 [ˌriːɪn'vent] v. 再发明；改造；重新使用
286 relative 1 ['relətiv] adj.相对的；有关系的；成比例的 n.亲戚；相关物；[语]关系词；亲缘植物
287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288 remote 1 [ri'məut] adj.遥远的；偏僻的；疏远的 n.远程
289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290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t] 美 [rɪ'pɔːrt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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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1 requiring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292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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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4 robin 1 ['rɔbin] n.知更鸟 鸫
295 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296 schooling 1 ['sku:liŋ] n.学校教育；学费 v.教育（school的ing形式）；培养 n.(Schooling)人名；(英)斯库林
297 senate 1 ['senit] n.参议院，上院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
298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299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2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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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301 shand 1 n. 尚德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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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3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304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305 sick 1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306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307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308 slower 1 英 [sləʊər] 美 [sloʊər] adj. 慢一点 形容词slow的比较级.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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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10 struggled 1 ['strʌgəld] adj.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11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312 subjects 1 ['sʌbdʒɪkts] n. 科目 名词subject的复数形式.
313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314 sudden 1 ['sʌdən] adj.突然的，意外的；快速的 n.突然发生的事
315 suffer 1 ['sʌfə] vt.遭受；忍受；经历 vi.遭受，忍受；受痛苦；经验；受损害 n.(Suffer)人名；(意)苏费尔
316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317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318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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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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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1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322 threatens 1 ['θretn] v. 威胁；恐吓；似将发生
323 throu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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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4 to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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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0
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touching 1 ['tʌtʃiŋ] adj.动人的，令人同情的 prep.至于，关于 v.接触；感动（touch的ing形式）
326 trillion 1 ['triljən] n.[数]万亿 adj.万亿的 num.[数]万亿
327 uncertain 1 [,ʌn'sə:tən] adj.无常的；含糊的；靠不住的；迟疑不决的
328 unfinished 1 [,ʌn'finiʃt] adj.未完成的
329 unsure 1 [,ʌn'ʃuə] adj.不确定的；不肯定的；没有自信的
330 upon 1 [ə'pɔn] prep.根据；接近；在…之上
331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332 vaccinated 1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333 variant 1 ['vεəriənt] adj.不同的；多样的 n.变体；转化
334 varied 1 ['vεərid] adj.多变的；各式各样的；杂色的 v.改变；使多样化（va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335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336 VOA 1 英 [ˌviː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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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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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9 widening 1 ['waidəuiŋ] v.使扩大；拓宽；扩展（widen的ing形式）；使变宽
340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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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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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42 worried 1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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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5
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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