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9-08 [Education Report] US Opens Investigation into School
Mask Ban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2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in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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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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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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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that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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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or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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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ildren 10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9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 said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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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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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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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4 hav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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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with 8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6 O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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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school 7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18 States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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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gainst 6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20 disabilities 6 [ˌdɪsə'bɪləti] n. 无力；无能；残疾；不利条件

21 ha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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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mask 6 [mɑ:sk, mæsk] n.面具；口罩；掩饰 vi.掩饰；戴面具；化装 vt.掩饰；戴面具；使模糊

23 masks 6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24 person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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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schools 6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6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7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8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9 covid 5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30 Florida 5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31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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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parents 5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34 should 5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35 students 5 [st'juːdnts] 学生

36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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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 department 4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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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health 4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41 investigation 4 [in,vesti'geiʃən] n.调查；调查研究

42 order 4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43 u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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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wearing 4 [wεə riŋ, wεərŋ, 'wεəriŋ] adj.磨损的；穿用的；令人疲倦的 v.穿着；磨损（wear的ing形式） n.(Wearing)人名；(英)韦尔林

45 bans 3 n.禁令（ban的复数）；结婚预告（等于banns） n.（Bans）人名；（西）班斯；（法）邦斯

46 court 3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(法)库尔

47 governor 3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
48 lee 3 [li:] n.保护；背风处 adj.保护的；庇荫的；避风的 n.(Lee)人名；(朝)李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利；(中)李(广东话·威
妥玛)

49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50 prevention 3 [pri'venʃən, pri:-] n.预防；阻止；妨碍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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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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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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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sta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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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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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7 wear 3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58 Ada 2 ['eidə] n.艾达（女子名）

59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60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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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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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64 attending 2 adj.（医生）主治的 v.参加（attend的现在分词）；注意，听；照顾；[常用被动语态]（作为结果、情况）伴随

65 Augus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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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古斯特

66 ban 2 [bæn] vt.禁止，取缔 n.禁令，禁忌 n.(Ban)人名；(日)蕃(名)；(缅、老、柬)班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万；(法)邦；(中)饼(广东
话·威妥玛)；(德、塞、罗、阿拉伯)巴恩；(英)班恩

67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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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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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CDC 2 abbr. 疾病控制中心(=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)

70 civil 2 ['sivəl] adj.公民的；民间的；文职的；有礼貌的；根据民法的 n.(Civil)人名；(土)吉维尔；(法)西维尔

71 coronavirus 2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72 coverings 2 ['kʌvərɪŋz] n. 覆盖物

73 currently 2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74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75 director 2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76 executiv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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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f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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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f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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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f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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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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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 full 2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81 Goldberg 2 ['gəuldbəg] n.犹太老板（尤指在黑人聚居区开店或雇用黑人的）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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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illness 2 ['ilnis] n.病；疾病

84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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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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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July 2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87 l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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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law 2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89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90 mandates 2 ['mændeɪt] n. 命令；指令；要求；授权 v. 把(某一地区)置于委任管理下

91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92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93 oath 2 [əuθ] n.誓言，誓约；诅咒，咒骂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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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opt 2 [ɔpt] vi.选择

96 orders 2 英 ['ɔː də(r)] 美 ['ɔː rdər] n. 顺序；条理；订单；命令；秩序；阶层；[生]目；点的东西 v. 命令；定购；调整；整理；点餐；
预定，订货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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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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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pl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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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莱斯

101 plans 2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102 politics 2 ['pɔlitiks] n.政治，政治学；政治活动；政纲

103 prevent 2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104 quarantine 2 ['kwɔrənti:n] vt.检疫；隔离；使隔离 n.检疫；隔离；检疫期；封锁 vi.实行隔离

105 reopening 2 英 [ˌriː 'əʊpən] 美 [ˌriː 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
106 republican 2 [ri'pʌblikən] adj.共和国的；共和政体的；共和主义的；拥护共和政体的 n.共和主义者

107 requirements 2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108 rights 2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109 risk 2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110 saying 2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111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12 secretary 2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
113 severe 2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114 signed 2 [saind] adj.有符号的；已签字的；有正负之分的 v.署名；写下；预示；示意（sign的过去分词）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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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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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systems 2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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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Tennessee 2 [,teni'si:] n.田纳西州（美国州名）

120 texas 2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121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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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under 2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123 vaccine 2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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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violation 2 [,vaiə'leiʃən] n.违反；妨碍，侵害；违背；强奸

12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26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127 abilities 1 [ə'bɪləti] n. 能力；才能

128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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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academy 1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
131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132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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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135 aged 1 ['eidʒid] adj.年老的；…岁的；老年人特有的 v.老化（age的过去式）；成熟；变老

136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37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138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39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40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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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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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144 appeal 1 [ə'pi:l] vi.呼吁，恳求；上诉；诉诸，求助；有吸引力，迎合爱好；（体育比赛中）诉诸裁判 n.呼吁，请求；吸引力，
感染力；上诉；诉诸裁判 vt.将…上诉，对…上诉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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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Arizona 1 [,æri'zəunə] n.美国亚利桑那州

147 Arkansas 1 ['ɑ:kənsɔ:] n.（美国）阿肯色州

148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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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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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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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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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2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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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Banning 1 ['bæniŋ] n.班宁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）；班宁（男子名）；浪子娇娃（电影名）

155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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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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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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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blocked 1 [blɔkt] adj.堵塞的；被封锁的 v.阻塞（block的过去分词）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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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briefing 1 ['bri:fiŋ] n.简报；作战指示 v.概述；作…的摘要（brief的现在分词）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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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cardona 1 n. 卡多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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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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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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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168 certai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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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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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171 communicate 1 vi.通讯，传达；相通；交流；感染 vt.传达；感染；显露

172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173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174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75 county 1 ['kaunti] n.郡，县

176 damages 1 ['dæmɪdʒɪz] n. 损害赔偿；赔偿费 名词damage的复数形式.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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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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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decide 1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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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DeSantis 1 n. 德桑蒂斯

182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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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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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disability 1 [,disə'biləti] n.残疾；无能；无资格；不利条件

186 discriminating 1 [dis'krimineitiŋ] adj.识别的；有差别的；有识别力的 v.识别（discriminate的ing形式）；区别对待

187 discrimination 1 [dis,krimi'neiʃən] n.歧视；区别，辨别；识别力

188 dr 1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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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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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192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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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extent 1 [ik'stent] n.程度；范围；长度

195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96 fair 1 [fεə] adj.公平的；美丽的，白皙的；[气象]晴朗的 adv.公平地；直接地；清楚地 vi.转晴 n.展览会；市集；美人 n.(Fair)人
名；(英、芬)费尔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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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198 fell 1 [fel] adj.凶猛的；毁灭性的 vt.砍伐；打倒；击倒 n.[林]一季所伐的木材；折缝；兽皮 v.掉下；摔倒；下垂；变坏（fall的过
去式） n.(Fe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费尔

199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200 filed 1 [faɪl] n. 档案；卷宗；文件；锉刀，指甲锉 vt. 把 ... 归档；提出(申请书、议案等)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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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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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204 freedom 1 ['fri:dəm] n.自由，自主；直率 n.(Freedom)人名；(英)弗里德姆

205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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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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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gotten 1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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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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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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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 guidance 1 ['gaidəns] n.指导，引导；领导

212 guidelines 1 ['ɡaɪdlaɪnz] n. 指导方针；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.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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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4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
伯、巴基)哈伊

215 heighten 1 ['haitən] vt.提高；增高；加强；使更显著 vi.升高；变强

216 heightened 1 ['haɪtn] v. 增加；升高；加强

217 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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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8 holiday 1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
219 hurts 1 ['hɜ tːs] n. 伤害；疼痛 名词hur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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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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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23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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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infections 1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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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7 injury 1 ['indʒəri] n.伤害，损害；受伤处

228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229 investigations 1 [ɪnvestɪ'ɡeɪʃnz] 调查

230 Iowa 1 ['aiəwə] n.爱荷华州（美国州名）

231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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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3 kids 1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
234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235 labor 1 ['leibə] n.劳动；工作；劳工；分娩 vi.劳动；努力；苦干 vt.详细分析；使厌烦 n.(Labor)人名；(德、塞、法)拉博尔；(英)
拉博

236 lawmakers 1 n.立法者(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)

237 laws 1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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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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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legal 1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241 Leon 1 ['li:ɔn] n.利昂（男子名，等于Leo）

242 letter 1 ['letə] n.信；字母，文字；证书；文学，学问；字面意义 vt.写字母于 vi.写印刷体字母 n.(Letter)人名；(英)莱特

243 letting 1 ['letiŋ] n.出租；租金 v.让，允许（let的现在分词）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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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limits 1 ['lɪmɪts] n.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.

246 makers 1 n. 迈克（美国一家公司）

247 mandate 1 ['mændeit] n.授权；命令，指令；委托管理；受命进行的工作 vt.授权；托管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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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meanwhile 1 ['mi:nwail] adv.同时，其间 n.其间，其时

250 mental 1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251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252 Miguel 1 [mi'gel] n.米格尔（男子名）

253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
254 moderna 1 莫德尔纳

255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56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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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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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mother 1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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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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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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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263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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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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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Oklahoma 1 [,əuklə'həumə] n.美国俄克拉荷马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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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opened 1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
269 opening 1 ['əupəniŋ] n.开始；机会；通路；空缺的职位 adj.开始的 v.开放（open的ing形式）；打开；公开

270 opens 1 英 ['əʊpənz] 美 ['oʊpənz] v. 打开 动词ope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71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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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74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75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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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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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278 pediatrics 1 [,pi:di'ætriks] n.小儿科

279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280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
281 pfizer 1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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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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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policies 1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 lː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285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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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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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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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promise 1 ['prɔmis] n.许诺，允诺；希望 vt.允诺，许诺；给人以…的指望或希望 vi.许诺；有指望，有前途

290 proper 1 ['prɔpə] adj.适当的；本身的；特有的；正派的 adv.完全地 n.(Proper)人名；(英、德)普罗珀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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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putting 1 ['putiŋ] n.投掷；（高尔夫球）打球入洞 v.放置（put的ing形式）；轻击球；使球入洞的轻击（putt的ing形式）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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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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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96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97 recommendation 1 [,rekəmen'deiʃən] n.推荐；建议；推荐信

298 recommended 1 [rekə'mendɪd] adj. 被推荐的 动词recomm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99 reinventing 1 [ˌriː ɪn'vent] v. 再发明；改造；重新使用

300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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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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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303 requirement 1 [ri'kwaiəmənt] n.要求；必要条件；必需品

304 requires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305 researched 1 英 [rɪ'sɜ tːʃ] 美 [rɪ'sɜ rːtʃ] n. 研究；调查 v. 研究；调查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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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returning 1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
308 robin 1 ['rɔbin] n.知更鸟 鸫

309 rochelle 1 [rəu'ʃel] n.罗谢尔（女子名）

310 ron 1 n. 罗恩(男子名) abbr. (石油)研究法辛烷值(=Research Octane Number)

311 ruled 1 [ru lː] n. 规则；条例；习惯；统治；直尺 v. 支配；统治；画直线

312 ruling 1 ['ru:liŋ] adj.统治的；主要的；支配的；流行的，普遍的 n.统治，支配；裁定

313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314 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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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sara 1 ['sɑ:rə] n.萨拉（女子名）；萨拉族；萨拉人

317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318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319 serve 1 [sə:v] vt.招待，供应；为…服务；对…有用；可作…用 vi.服役，服务；适合，足够；发球；招待，侍候 n.发球，轮到发
球 n.(Serve)人名；(法)塞尔夫

320 simply 1 ['simpli] adv.简单地；仅仅；简直；朴素地；坦白地

321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322 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323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324 strategy 1 ['strætidʒi] n.战略，策略

325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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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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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29 suzanne 1 [su:'zæn] n. 苏珊娜（女子名）

330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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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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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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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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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tim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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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39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340 truth 1 [tru:θ] n.真理；事实；诚实；实质

341 twitter 1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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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unacceptable 1 [,ʌnək'septəbl] adj.不能接受的；不受欢迎的

344 uneven 1 [,ʌn'i:vən] adj.不均匀的；不平坦的；[数]奇数的

345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346 unvaccinated 1 [ʌn'væksɪneɪtɪd] adj. 未接种过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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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48 us 1 pron.我们

349 Utah 1 ['ju:tɑ:] n.美国犹他州

350 vaccinated 1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351 vaccinations 1 接种
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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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violates 1 ['vaɪəleɪt] v. 侵犯；违反；扰乱；亵渎；强奸

354 visitors 1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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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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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359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360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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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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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3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364 worried 1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
365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66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67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68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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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