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0-14 [As It Is] Americans Agree Misinformation Is a Problem
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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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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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ffairs 1 英 [ə'feə(r)] 美 [ə'fer] n. 私通；事件；事务；事情

5 agree 1 [ə̍ ɡriː ] vt.同意，赞成；承认；约定，商定 vi.vi.同意，意见一致；约定，商定

6 agreement 2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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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manda 1 [ə'mændə] n.阿曼达（女子名）

9 americans 6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0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1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2 and 1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3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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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15 assault 1 [ə'sɔ:lt] n.攻击；袭击 vt.攻击；袭击 vi.袭击；动武

16 assaulting 1 [ə'sɔː lt] n. 攻击；突袭；抨击 vt. 袭击；突袭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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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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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 attaching 1 [ə'tætʃɪŋ] adj. 附属的 动词attach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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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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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believe 2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24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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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ig 2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27 blame 3 ['bleim] vt.责备；归咎于 n.责备；责任；过失

28 blindly 1 ['blaindli] adv.盲目地；轻率地；摸索地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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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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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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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33 carmen 1 ['kɑ:mən] n.卡门（女子名）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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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Chicago 1 [ʃi'kɑ:gəu] n.芝加哥（美国中西部城市）

36 claims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
37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除；
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38 companies 5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39 concerned 3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40 congress 1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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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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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razy 1 ['kreizi] adj.疯狂的；狂热的，着迷的

44 criticism 1 ['krɪtɪsɪzəm] n.批评；考证；苛求

45 criticizing 1 ['krɪtɪsaɪz] v. 批评；挑剔；评论；非难；吹毛求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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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democratic 2 [,demə'krætik,-kəl] adj.民主的；民主政治的；大众的

48 democrats 1 ['deməkræts] n.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.

49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50 disagreements 2 [dɪsəɡ'riː mənts] 分歧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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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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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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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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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4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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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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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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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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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facebook 5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61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62 false 1 [fɔ:ls] adj.错误的；虚伪的；伪造的 adv.欺诈地

63 family 6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64 fazio 2 n. 法齐奥

65 feel 2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66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67 fifty 1 ['fifti] n.五十；五十个；编号为50的东西 adj.五十的；五十个的；众多的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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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70 fingerhut 1 n. 芬格赫特

71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72 fooled 1 [fu lː] n. 傻瓜；小丑；奶油果蓉 v. 愚弄；欺骗；开玩笑；干蠢事；玩弄；鬼混

73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74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75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76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77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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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government 4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80 graduate 1 ['grædʒuət, -eit, 'grædjueit, -dʒu-] vt.授予…学位；分等级；标上刻度 vi.毕业；渐变 n.研究生；毕业生 adj.毕业的；研究生的

81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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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2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83 hannah 1 ['hænə] n.汉娜（女子名）

84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85 has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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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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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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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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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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90 he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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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1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92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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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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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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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information 3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98 institute 2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99 is 1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0 i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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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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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103 Kentucky 1 [ken'tʌki; kən-] n.肯塔基州

104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105 konstantin 1 n. 康斯坦丁(在保加利亚；东经 26º04' 北纬 42º56')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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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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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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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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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111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12 Lexington 1 ['leksiŋtən] n.列克星敦市（位于美国肯塔基州）

113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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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lisa 1 [li:zə] n.丽莎（女子名）

115 lot 6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116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117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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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margin 2 ['mɑ:dʒin] n.边缘；利润，余裕；页边的空白 vt.加边于；加旁注于 n.(Margin)人名；(俄、意)马尔金

120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121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22 measurement 1 ['meʒəmənt] n.测量；[计量]度量；尺寸；量度制

123 media 5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124 Members 4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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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misinformation 9 [,misinfə'meiʃən] n.误报；错误的消息

127 misinformed 1 英 [ˌmɪsɪn'fɔː m] 美 [ˌmɪsɪn'fɔː rm] vt. 告诉 ... 错误的消息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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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mo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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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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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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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32 norc 1 =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全国民意研究中心([美]芝加哥大学)

133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34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135 of 2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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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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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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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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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opinion 1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141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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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ord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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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44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45 ov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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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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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par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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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party 2 n.政党，党派；聚会，派对；当事人[复数parties] vi.参加社交聚会[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]

149 Pearson 2 ['piəsn] n.皮尔森（人名）

150 people 8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51 percen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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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personally 1 ['pə:sənəli] adv.亲自地；当面；个别地；就自己而言

153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154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55 poll 5 [pəul] n.投票；民意测验；投票数；投票所 vt.投票；剪短；对…进行民意测验；获得选票 vi.投票 adj.无角的；剪过毛的；
修过枝的 n.(Poll)人名；(德、匈、罗、英)波尔

156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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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problem 5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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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psychology 1 [psai'kɔlədʒi] n.心理学；心理状态

161 public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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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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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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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read 1 [ri:d] vt.阅读；读懂，理解 vi.读；读起来 n.阅读；读物 adj.有学问的 n.(Read)人名；(英)里德

166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167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68 recognize 1 ['rekəgnaiz] vt.认出，识别；承认 vi.确认，承认；具结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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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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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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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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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republicans 1 n.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.

173 researc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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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74 responsibility 2 [ri.spɔnsə'biliti] n.责任，职责；义务

175 responsible 2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176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177 role 2 [rəul] n.角色；任务 n.(Ro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赤几)罗莱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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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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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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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182 see 1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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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Seitz 1 n. 塞茨

185 series 2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186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187 s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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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88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189 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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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192 social 5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193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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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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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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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somewhat 1 ['sʌmhwɔt, -hwət] n.几分；某物 adv.有点；多少；几分；稍微

197 sonin 2 索宁

198 speller 4 ['spelə] n.拼字的人；拼字课本 n.(Speller)人名；(法)斯佩莱

199 split 1 [split] vt.分离；使分离；劈开；离开；分解 vi.离开；被劈开；断绝关系 n.劈开；裂缝 adj.劈开的

200 spread 5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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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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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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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206 stud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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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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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suggests 2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209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210 that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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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the 2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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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14 themselves 2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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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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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17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18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219 think 5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220 thirty 1 ['θə:ti] n.三十年代 num.三十 adj.三十个的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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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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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to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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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5 trusting 1 ['trʌstiŋ] adj.信任的；轻信的 v.信赖（trust的ing形式）

226 trusts 1 [trʌst] n. 信任；信托 vi. 信任 vt. 相信；委托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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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TV 1 ['ti:'vi:] abbr.电视（television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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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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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unvaccinated 1 [ʌn'væksɪneɪtɪd] adj. 未接种过的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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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users 1 ['juːzəs] n.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.

235 vaccines 2 疫苗程序

236 Vanderbilt 1 ['vændəbilt] n.范德比尔特（姓氏）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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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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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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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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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websites 1 ['websaɪts] n. 网站（名词website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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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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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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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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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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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249 willing 1 ['wiliŋ] adj.乐意的；自愿的；心甘情愿的 v.决心；用意志力驱使；将（财产等）遗赠某人（will的现在分词） n.(Willing)
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维林；(英)威林

250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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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2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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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55 YouTube 1 英 ['ju tːjuːb] 美 ['ju tːuːb] n.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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