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8-23 [Education Report] Pandemic Changes How Future
Teachers Are Trained 词频表词频表

1 to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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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 the 2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 in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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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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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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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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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t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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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 education 8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9 teaching 7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10 university 7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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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bo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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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class 5 n.阶级；班级；种类；班；等级 vt.分类；把…分等级；把…归入某等级，把…看作（或分类、归类）；把…编入某一班
级 adj.极好的；很好的，优秀的，出色的 vi.属于…类（或等级），被列为某类（或某级） n.（英、德）克拉斯（人名）

14 digital 5 ['didʒitəl] adj.数字的；手指的 n.数字；键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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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learning 5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7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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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teacher 5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19 teachers 5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20 adj 4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21 fac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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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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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mo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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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online 4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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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pandemic 4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7 programs 4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28 technology 4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29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0 tools 4 [tu lː] n. 工具，用具（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）；器具

31 across 3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32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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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ecome 3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35 classes 3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36 college 3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37 emotional 3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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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for 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39 future 3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40 preparation 3 [,prepə'reiʃən] n.预备；准备

41 s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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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school 3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43 skills 3 技能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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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w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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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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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appropriate 2 adj.适当的；恰当的；合适的 vt.占用，拨出

48 Ashley 2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49 attention 2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50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51 certain 2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52 changes 2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53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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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乡村音乐
的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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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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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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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Horne 2 n. 霍恩

59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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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include 2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62 including 2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63 increased 2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4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65 instructors 2 [ɪnst'rʌktəz] 辅导员

66 is 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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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mast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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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materials 2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70 mental 2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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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73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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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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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程式

76 relating 2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77 relevant 2 adj.相关的；切题的；中肯的；有重大关系的；有意义的，目的明确的

78 remote 2 [ri'məut] adj.遥远的；偏僻的；疏远的 n.远程

79 schools 2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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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普通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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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威妥玛)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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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st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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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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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students 2 [st'juːdnts] 学生

85 subjec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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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
86 sure 2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87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88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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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Thompson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90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91 time 2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92 trained 2 [treɪnd] adj.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93 training 2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94 trauma 2 ['trɔ:mə; 'trau-] n.[外科]创伤（由心理创伤造成精神上的异常）；外伤 n.(Trauma)人名；(西)特劳马

95 virtual 2 adj.[计]虚拟的；实质上的，事实上的（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）

96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97 Washington 2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98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99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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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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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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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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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aim 1 vt.目的在于；引导；把…对准 vi.打算；对准目标；瞄准 n.目的；目标；对准

105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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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08 Anne 1 [æn] n.安妮（女子名）

109 anoth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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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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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associated 1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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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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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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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beitler 1 拜特勒

118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119 be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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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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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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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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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）食品罐头

123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124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125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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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certification 1 [,sə:tifi'keiʃən] n.证明，保证；检定

127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128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
129 classroom 1 ['klɑ:srum] n.教室

130 Columbia 1 [kə'lʌmbiə] n.哥伦比亚

131 combination 1 [,kɔmbi'neiʃən] n.结合；组合；联合；[化学]化合

132 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133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
134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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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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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convinced 1 [kən'vinst] adj.确信的；深信的 v.使确信（convince的过去分词）；说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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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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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d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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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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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designing 1 [di'zainiŋ] adj.有计划的；狡猾的 n.设计；阴谋 v.计划；企图（design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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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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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directors 1 [dɪ'rektəz] 董事

147 directs 1 [də'rekt] adj. 直接的；笔直的；坦白的 v. 对准；指挥；指示；命令

148 discuss 1 [dis'kʌs] vt.讨论；论述，辩论

149 doubt 1 [daut] n.怀疑；疑问；疑惑 v.怀疑；不信；恐怕；拿不准

150 drake 1 [dreik] n.公鸭；蜉蝣类（等于drakefly） n.(Drake)人名；(德、芬、葡)德拉克；(英)德雷克

151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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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educational 1 [,edju:'keiʃənəl] adj.教育的；有教育意义的

154 educator 1 ['edju:keitə] n.教育家；教育工作者；教师

155 educators 1 ['edʒʊkeɪtəz] 教育者

156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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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environments 1 [en'vaɪərənmənts] 环境

159 Erin 1 ['iərin] n.爱尔兰

160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61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162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63 explaining 1 [ɪk'spleɪn] v. 说明；解释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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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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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167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168 focus 1 ['fəukəs] n.焦点；中心；清晰；焦距 vt.使集中；使聚焦 vi.集中；聚焦；调节焦距 n.(Focus)人名；(瑞典)福库斯

169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170 google 1 [gu:gl] 谷歌；谷歌搜索引擎

171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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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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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74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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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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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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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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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81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
182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3 increasingly 1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
184 informed 1 [in'fɔ:md] adj.消息灵通的；见多识广的 v.通知；使了解；提供资料（inform的过去分词）

185 instruction 1 [in'strʌkʃən] n.指令，命令；指示；教导；用法说明

186 introduced 1 [ɪntrəd'juːst] v. 介绍，引进（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7 Iowa 1 ['aiəwə] n.爱荷华州（美国州名）

188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189 jennifer 1 ['dʒenifə] n.詹尼弗（女子名）

190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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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lasting 1 ['lɑ:stiŋ, 'læstiŋ] adj.持久的；永恒的 n.[纺]厚实斜纹织物 v.持续；维持（last的ing形式）

193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194 leads 1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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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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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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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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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200 methodist 1 ['meθədist] n.卫理公会派教徒 adj.卫理公会教派的

201 methods 1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202 Miami 1 n.迈阿密（美国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市）

203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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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nobody 1 ['nəubədi, -bɔdi] pron.无人，没有人；没有任何人 n.无名小卒；小人物

206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207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208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209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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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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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pers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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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Phillip 1 ['filəp] n.菲利普（人名）；爱马的人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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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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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斯

216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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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practices 1 ['præktɪs] n. 练习；实行；习惯；业务 v. 练习；实践；开业；执业

219 pres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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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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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purposeful 1 ['pə:pəsful] adj.有目的的；有决心的

222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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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225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226 responsibility 1 [ri.spɔnsə'biliti] n.责任，职责；义务

227 Rogers 1 ['rɔdʒəz] n.罗杰斯（姓氏）；乐爵士（英国一家音箱生产厂）

228 same 1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229 secondary 1 ['sekəndəri] adj.第二的；中等的；次要的；中级的 n.副手；代理人

230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231 shand 1 n. 尚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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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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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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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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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staying 1 英 ['steɪɪŋ] 美 ['steɪŋ] n. 拉线(撑；刚性结合)；停留 动词stay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238 st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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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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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suddenly 1 ['sʌdnli] adv.突然地；忽然

240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41 tak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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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43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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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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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47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248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(英)特沃德

249 train 1 [trein] n.火车；行列；长队；裙裾 v.培养；训练；瞄准 n.(Train)人名；(英)特雷恩；(法)特兰；(意)特拉因

250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251 unpleasant 1 [,ʌn'plezənt] adj.讨厌的；使人不愉快的

252 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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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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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255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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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videoconferencing 1 ['vidiəukɔnfərənsiŋ] v.视频会议（videoconference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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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259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260 wellness 1 ['welnis] n.健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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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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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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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265 widely 1 ['waidli] adv.广泛地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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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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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8 work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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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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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