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9-11 [Education Report] Many Issues Make September 11 a
Difficult Subject to Teach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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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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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e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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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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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1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 students 14 [st'juːdnts] 学生

8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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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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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i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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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her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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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 abou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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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said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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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not 8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6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7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8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9 September 6 [sep'tembə] n.九月

20 teach 6 [ti:tʃ] vt.教；教授；教导 vi.教授；讲授；当老师 n.(Teach)人名；(英)蒂奇

21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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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ttacks 5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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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5 really 5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6 school 5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7 something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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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w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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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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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ecause 4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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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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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event 4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34 happened 4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5 teacher 4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36 teaching 4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37 them 4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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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think 4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39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40 Afghanistan 3 [æf'gænistæn] n.阿富汗（国家名称，位于亚洲）

41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2 anniversary 3 [,æni'və:səri] n.周年纪念日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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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 Durham 3 ['dʌrəm] n.达拉谟（英格兰一郡及其首府名）；一种产自该地的有短角肉牛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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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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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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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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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history 3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50 lessons 3 ['lesn] n. 教训；课，功课，课业；榜样，典范 vt. 教训，告诫，训斥；给 ... 上课

51 muslim 3 ['muzlim; 'mʌz-] n.穆斯林；穆罕默德信徒 adj.伊斯兰教的

52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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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remember 3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
55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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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sources 3 英 [sɔː s] 美 [sɔː rs] n. 来源；发源地；原始资料 v. 从...获得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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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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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subject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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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
60 talk 3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61 teachers 3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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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64 absence 2 ['æbsəns] n.没有；缺乏；缺席；不注意

65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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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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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avoid 2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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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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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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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claim 2 [kleim] vi.提出要求 vt.要求；声称；需要；认领 n.要求；声称；索赔；断言；值得

73 classes 2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74 condition 2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75 context 2 ['kɔntekst] n.环境；上下文；来龙去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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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d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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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delicate 2 ['delikət] adj.微妙的；精美的，雅致的；柔和的；易碎的；纤弱的；清淡可口的

79 difficult 2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80 discussion 2 [dis'kʌʃən] n.讨论，议论

81 experience 2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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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founder 2 ['faundə] vi.失败；沉没；倒塌；变跛 vt.破坏；使摔倒；垮掉 n.创始人；建立者；翻沙工

83 Gardner 2 ['gɑ:dnə] n.加德纳（男子名）

84 having 2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85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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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helps 2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87 hijab 2 [hɪ'dʒɑːb] 穆斯林女性使用的头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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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90 jersey 2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
91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92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93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94 online 2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95 organization 2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96 parents 2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97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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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pl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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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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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primary 2 ['praiməri] adj.主要的；初级的；基本的 n.原色；最主要者

101 professor 2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102 related 2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103 shy 2 [ʃai] adj.害羞的；畏缩的，胆怯的 vi.投；畏缩；惊退；厌恶 vt.投；乱掷 n.投掷；惊跳 n.(Shy)人名；(英)夏伊

104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05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106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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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unfortunate 2 [,ʌn'fɔ:tʃənət] adj.不幸的；令人遗憾的；不成功的

109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110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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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visible 2 ['vizəbl] adj.明显的；看得见的；现有的；可得到的 n.可见物；进出口贸易中的有形项目

112 want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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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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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115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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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7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18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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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absent 1 ['æbsənt, æb'sent] adj.缺席的；缺少的；心不在焉的；茫然的 vt.使缺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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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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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adults 1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124 afterwards 1 ['ɑ:ftəwdz, 'æf-] adv.后来；然后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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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Anthony 1 ['æntəni] n.安东尼（人名）

127 anti 1 ['ænti, -tai] adj.反对的 n.反对者，反对论者 n.(Anti)人名；(意)安蒂；(阿拉伯)安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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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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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131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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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3 attendi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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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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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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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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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139 briefly 1 ['bri:fli] adv.短暂地；简略地；暂时地

140 broken 1 ['brəukən] adj.破碎的；坏掉的 v.折断；打碎；损坏（break的过去分词）

141 brother 1 ['brʌðə] n.兄弟；同事；战友 int.我的老兄！ n.(Brother)人名；(英)布拉泽

142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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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145 carried 1 ['kærid] adj.被运的；入神的；忘我的 v.保持（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搬运

146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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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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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clas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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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0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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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153 conspiracies 1 [kən'spɪrəsɪ] n. 阴谋；共谋

154 conspiracy 1 [kən'spirəsi] n.阴谋；共谋；阴谋集团

155 corey 1 ['kɔri:] n.科里（等于Cory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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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coverage 1 n.覆盖，覆盖范围；新闻报道

158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159 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
160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161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162 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63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164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165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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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digging 1 ['digiŋ] n.挖掘，采掘 v.挖掘，发掘（dig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168 diplomacy 1 [di'pləuməsi] n.外交；外交手腕；交际手段

169 discuss 1 [dis'kʌs] vt.讨论；论述，辩论

170 disinformation 1 [,disinfə'meiʃən] n.故意的假情报；虚假信息

171 dislike 1 [dis'laik] vt.不喜欢，厌恶 n.嫌恶，反感，不喜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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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distanced 1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
173 document 1 n.文件，公文；[计]文档；证件 vt.记录，记载

174 documentary 1 [,dɔkju'mentəri] adj.记录的；文件的；记实的 n.纪录片

175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76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177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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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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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educators 1 ['edʒʊkeɪtəz] 教育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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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emotional 1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
183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184 ending 1 ['endiŋ] n.结局；结尾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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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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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189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190 examine 1 [ig'zæmin] vt.检查；调查；检测；考试 vi.检查；调查

191 exist 1 [ig'zist] vi.存在；生存；生活；继续存在

192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193 explain 1 [ik'splein] v.说明；解释

194 explore 1 [ik'splɔ:] vt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 vi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

195 factual 1 ['fæktʃuəl] adj.事实的；真实的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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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feared 1 v.畏惧(f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为…忧虑（或担心、焦虑）；敬畏（神等）；感到害怕

198 fifth 1 [fifθ] adj.第五的；五分之一的 n.第五；五分之一 num.第五

199 films 1 [fɪlm] n. 电影；薄膜；胶卷 vt. 把 ... 拍成电影；给 ... 覆上一薄层；拍照片 vi. 变朦胧；拍摄电影

200 fortunate 1 ['fɔ:tʃənit] adj.幸运的；侥幸的；吉祥的；带来幸运的

201 Franco 1 ['fræŋkəu] adj.[交]运费准免的；免费的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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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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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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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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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grew 1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
207 grounds 1 [ɡ'raʊndz] n. 木砖 名词ground的复数形式.

208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209 hair 1 [hεə] n.头发；毛发；些微 vt.除去…的毛发 vi.生长毛发；形成毛状纤维 adj.毛发的；护理毛发的；用毛发制成的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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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211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212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213 herself 1 [hə:'self] pron.她自己（she的反身代词）；她亲自

214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15 historic 1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
216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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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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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Illinois 1 [,ili'nɔi(z)] n.伊利诺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20 immediately 1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
221 interact 1 [,intə'rækt] vt.互相影响；互相作用 vi.互相影响；互相作用 n.幕间剧；幕间休息

222 interacting 1 [ɪntə'ræktɪŋ] n. 相互影响 动词interac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23 interested 1 ['intristid, 'intər-] adj.感兴趣的；有权益的；有成见的 v.使…感兴趣（interest的过去分词）

224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225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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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involvement 1 n.参与；牵连；包含；混乱；财政困难

228 issue 1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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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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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jennifer 1 ['dʒenifə] n.詹尼弗（女子名）

232 jeremy 1 ['dʒerimi] n.杰里米（男子名）

233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234 j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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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kantele 1 ['kɑ:ntələ] n.康特勒琴（芬兰的传统竖琴）

236 kathy 1 ['kæθi] n.凯西（女子名，等于Katherine）

237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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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klepper 1 n. 克莱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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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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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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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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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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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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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liz 1 [liz] n.莉斯（女子名）

248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49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250 luck 1 [lʌk] n.运气；幸运；带来好运的东西 vi.靠运气，走运；凑巧碰上 n.(Luck)人名；(德、瑞典)卢克；(英)勒克；(法)吕克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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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meaning 1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
253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254 memorialize 1 [mi'mɔ:riəlaiz, -'məu-] vt.纪念；请愿；提出请愿书

255 memorializing 1 [mə'mɔː riəlaɪz] vt. 纪念；请愿

256 misinformation 1 [,misinfə'meiʃən] n.误报；错误的消息

257 Mississippi 1 [ˌmisi̍ sipi] n.密西西比河（美国河流，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）；密西西比州（美国州名）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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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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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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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nervousness 1 ['nə:vəsnis] n.神经质；[心理]神经过敏；紧张不安

262 Nevada 1 [ni'vædə; -'vɑ:-] n.内华达（美国州名）

263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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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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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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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ongoing 1 ['ɔn,gəuiŋ, 'ɔ:n-] adj.不间断的，进行的；前进的 n.前进；行为，举止

268 only 1 ['əunli] adv.只，仅仅；不料 adj.唯一的，仅有的；最合适的 conj.但是；不过；可是

269 opinions 1 n.意见；评价（opinion的复数）；舆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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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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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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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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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phrasal 1 ['freizl] adj.短语的；习惯用语的，成语的

276 phrase 1 [freiz] n.短语,习语,措辞,乐句 vt.措词,将(乐曲)分成乐句

277 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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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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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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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prince 1 [prins] n.王子，国君；亲王；贵族 n.(Prince)人名；(英、葡)普林斯；(法)普兰斯；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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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pushes 1 [pʊʃ] v. 推；按；挤；逼迫；催促 n. 推；奋力；决心

284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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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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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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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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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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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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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researches 1 ['riː sətʃiː s] n. 研究；调查 名词research的复数形式.

294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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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schools 1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97 secret 1 ['si:krit] n.秘密；秘诀；机密 adj.秘密的；机密的 n.(Secret)人名；(法)塞克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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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share 1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
300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301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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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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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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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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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6 sort 1 [sɔ:t] n.种类；方式；品质 vi.分类；协调；交往 vt.将…分类；将…排序；挑选出某物

307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308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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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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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stoddard 1 ['stɔdəd] n.斯托达德（姓氏）

312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313 stories 1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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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Syracuse 1 ['sairəkju:z; 'si-; -kju:s] n.锡拉库扎（意大利西西里岛东部一港市）

316 taught 1 [tɔ:t] v.教授（teach的过去分词）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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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telling 1 ['teliŋ] adj.有效的；生动的；显著的 n.命令；叙述；吐露真情 v.告诉；讲述（tell的ing形式）；命令 n.(Telling)人名；(英)
特林

319 terrorist 1 ['terərist] n.恐怖主义者，恐怖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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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theories 1 ['θɪərɪz] n. 理论 名词theory的复数形式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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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25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326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327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328 towers 1 ['taʊəz] n. 塔器 名词tower的复数形式.

329 trade 1 [treid] n.贸易，交易；行业；职业 vi.交易，买卖；以物易物 vt.用…进行交换

330 tries 1 [traɪ] v. 试验；尝试；设法；努力；审判；考验 n. 尝试；试验；（橄榄球）持球触地得分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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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truthfulness 1 ['tru:θfulnis] n.真实；坦率；正当

333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334 twin 1 [twin] vt.使成对 n.双胞胎中一人 adj.双胞胎的 vi.成对；生双胞胎 n.(Twin)人名；(英)特温

335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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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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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339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40 verb 1 [və:b] n.动词；动词词性；动词性短语或从句 adj.动词的；有动词性质的；起动词作用的 n.(Verb)人名；(俄)韦尔布

341 versus 1 ['və:səs] prep.对；与...相对；对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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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waiting 1 ['weitiŋ] n.等待；服侍 adj.等待的；服侍的 v.等待；伺候（wait的ing形式）；延缓 n.(Waiting)人名；(英)韦廷

345 war 1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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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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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349 we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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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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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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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351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352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353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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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Winchester 1 ['wintʃistə] n.温彻斯特（英格兰南部城市）

356 Wisconsin 1 [wis'kɔnsin] n.威斯康星州（美国州名）

357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358 word 1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
359 worn 1 [wɔ:n] adj.疲倦的；用旧的 v.穿；磨损（wear的过去分词）；佩戴 n.(Worn)人名；(柬)翁；(英、葡)沃恩

360 worry 1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361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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