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1-16 [Arts and Culture] Big Bird Facing Criticism over
Vaccine Messag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2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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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1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4 is 1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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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big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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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bird 9 [bə:d] n.鸟；家伙；羽毛球 vt.向…喝倒彩；起哄 vi.猎鸟；观察研究野鸟 n.(Bird)人名；(英、西)伯德

8 children 9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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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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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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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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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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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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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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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ow 5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17 television 5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
18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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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vaccine 5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20 against 4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21 American 4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22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3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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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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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 criticism 4 ['krɪtɪsɪzəm] n.批评；考证；苛求

26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7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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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ov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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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republica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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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street 4 [stri:t] n.街道 adj.街道的 n.(Street)人名；(英、葡)斯特里特；(德)施特雷特

31 w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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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cause 3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33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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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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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pushed 3 [puʃt] adj.处于窘境的；为难的；推挤现象的 v.推；挤；逼迫（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7 sesame 3 ['sezəmi, 'ses-] n.芝麻

38 shot 3 n.发射；炮弹；射手；镜头 adj.用尽的；破旧的；杂色的，闪光的 v.射击（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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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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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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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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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university 3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43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44 agency 2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45 ag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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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a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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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48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49 boost 2 [bu:st] vt.促进；增加；支援 vi.宣扬；偷窃 n.推动；帮助；宣扬 n.(Boost)人名；(英)布斯特；(德)博斯特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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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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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ame 2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53 character 2 ['kærəktə] n.性格，品质；特性；角色；[计]字符 vt.印，刻；使具有特征 n.(Character)人名；(英)克拉克特

54 conservative 2 [kən'sə:vətiv] adj.保守的 n.保守派，守旧者

55 contentious 2 [kən'tenʃəs] adj.诉讼的；有异议的，引起争论的；爱争论的

56 criticized 2 ['krɪtɪsaɪz] v. 批评；挑剔；评论；非难；吹毛求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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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Doherty 2 多尔蒂

59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60 everything 2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61 fac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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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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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；
触摸

63 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64 Gregory 2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
65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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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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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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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marketing 2 ['mɑ:kitiŋ] n.行销，销售 v.出售；在市场上进行交易；使…上市（market的ing形式）

69 media 2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70 message 2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
71 messages 2 ['mesɪdʒɪz] n.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.

72 minors 2 英 ['maɪnə(r)] 美 ['maɪnər] adj. 轻微的；较小的；次要的 n. 未成年人；辅修科目；[音]小调 v. 辅修

73 murphy 2 ['mə:fi] n.马铃薯，土豆 n.(Murphy)人名；(英、葡、瑞典)墨菲

74 m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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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76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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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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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popular 2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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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public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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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sai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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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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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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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sore 2 [sɔ:] adj.疼痛的，痛心的；剧烈的，极度的；恼火的，发怒的；厉害的，迫切的 n.溃疡，痛处；恨事，伤心事 n.(Sore)人
名；(法)索尔；(意)索雷

85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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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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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think 2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89 Thompson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90 vaccinated 2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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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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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94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95 wrote 2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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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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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99 advice 1 [əd'vais] n.建议；忠告；劝告；通知

100 affected 1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01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02 ages 1 [eɪdʒ] n. 年龄；时代；时期；长时间 v. （使）变老；（使）陈化

103 agreement 1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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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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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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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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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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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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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3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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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5 battleground 1 ['bætlgraund] n.战场

116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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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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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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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beloved 1 [bi'lʌvid, -'lʌvd] adj.心爱的；挚爱的 n.心爱的人；亲爱的教友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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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Bleier 1 布莱尔

124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125 book 1 n.书籍；卷；账簿；名册；工作簿 vt.预订；登记 n.(Book)人名；(中)卜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朝)北；(英)布克；(瑞典)博克

126 Boothe 1 n. 布思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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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brainwash 1 ['breinwɔʃ] vt.对人洗脑；以宣传说服 n.洗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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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brainwashing 1 ['brein,wɔʃiŋ] n.洗脑 v.对…洗脑；把思想强行灌输给（brainwash的ing形式）

130 Brandeis 1 n.布兰代斯（人名）

131 break 1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
晓；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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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broadcasting 1 ['brɔ:d,kɑ:stiŋ, -,kæstiŋ] n.播放；广播节目 v.广播（broadcast的ing形式）

134 brown 1 [braun] adj.棕色的，褐色的；太阳晒黑的 vi.变成褐色 n.褐色，棕色 vt.使变成褐色 n.(Brown)人名；(英、意、芬、捷、
德、法、西、葡)布朗

135 bush 1 [buʃ] n.灌木；矮树丛 vt.以灌木装饰；使…精疲力竭 vi.丛生；浓密地生长 adj.如灌木般长得低矮的；粗野的

136 called 1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137 campaign 1 [kæm'pein] vi.作战；参加竞选；参加活动 n.运动；活动；战役

138 campaigns 1 [kæm'peɪn] n. 运动；战役；活动；竞选运动 v. 参加竞选；从事运动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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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characters 1 英 ['kærɪktəz] 美 ['kærɪktɚz] n. 人物；角色；特性；字符 名词character的复数形式.

141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142 commanding 1 [kə'mɑ:ndiŋ] adj.指挥的；居高临下的；威风凛凛的 v.指挥；统帅；负责（command的ing形式）

143 conflict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144 conflicts 1 英 ['kɒnflɪkt] 美 ['kɑːnflɪkt] n. 冲突；战斗；矛盾；斗争 vi. 冲突；抵触；争执

145 connections 1 [kə'nektʃənz] n. 连接点 名词conn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46 conservatives 1 [kən'sɜːvətɪvz] 守旧派

147 contention 1 [kən'tenʃən] n.争论，争辩；争夺；论点

148 controlled 1 [kən'trəuld] adj.受控制的；受约束的；克制的 v.控制；约束（control的过去式）；指挥

149 course 1 n.科目；课程；过程；进程；道路；路线，航向；一道菜 vt.追赶；跑过 vi.指引航线；快跑

150 coverings 1 ['kʌvərɪŋz] n. 覆盖物

151 crossing 1 ['krɔ:siŋ] n.十字路口；杂交；横渡；横道 v.横越（cross的现在分词）

152 cruz 1 n.（西）克鲁兹（男子名）

153 culture 1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154 dan 1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155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
西)迪尔

156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7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58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159 directly 1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160 disagree 1 [,disə'gri:] vi.不同意；不一致；争执；不适宜

161 dismissed 1 [dɪs'mɪst] adj. 解散的；摒弃的；解雇的 动词dismi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62 dispute 1 [dis'pju:t, 'dis-] vt.辩论；怀疑；阻止；抗拒 vi.争论 n.辩论；争吵

163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64 dow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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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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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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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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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70 elected 1 v.（进行）选举(el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推举； 选择；决定（做某事）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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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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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174 exceptions 1 [ɪk'sepʃənz] n. 例外 名词exception的复数形式.

175 executives 1 英 [ɪɡ'zɛkjʊtɪv] 美 [ɪg'zɛkjətɪv] adj. 行政的；决策的；经营的；[计算机]执行指令 n. 行政主管；行政部门；决策者

176 experiencing 1 [ɪk'spɪərənsɪŋ] n. 体验；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.

177 extra 1 ['ekstrə] adv.特别地，非常；另外 n.临时演员；号外；额外的事物；上等产品 adj.额外的，另外收费的；特大的

178 f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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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180 fatherhood 1 n.父亲的身份；父权；父性；父道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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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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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fox 1 [fɔks] vt.欺骗；使变酸 n.狐狸；狡猾的人 vi.假装；耍狡猾手段 n.(Fox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、西、瑞典)福克斯

185 George 1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186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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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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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governor 1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
190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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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2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93 healthy 1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
194 helpful 1 ['helpful] adj.有帮助的；有益的

195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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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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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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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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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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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infectious 1 [in'fekʃəs] adj.传染的；传染性的；易传染的

202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203 insult 1 [in'sʌlt] vt.侮辱；辱骂；损害 n.侮辱；凌辱；无礼

204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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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justice 1 ['dʒʌstis] n.司法，法律制裁；正义；法官，审判员 n.(Justice)人名；(英)贾斯蒂斯，贾斯蒂丝(女名)

207 keeps 1 ['kiː ps] n. 生计；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.

208 kruesi 1 n. 克鲁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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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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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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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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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le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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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14 legislation 1 [,ledʒis'leiʃən] n.立法；法律

215 legislature 1 ['ledʒisleitʃə] n.立法机关；立法机构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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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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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lisa 1 [li:zə] n.丽莎（女子名）

219 litt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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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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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2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223 love 1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
224 lucy 1 ['lu:si] n.露西（女子名）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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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mass 1 n.块，团；群众，民众；大量，众多；质量 adj.群众的，民众的；大规模的，集中的 vi.聚集起来，聚集 vt.使集合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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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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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measles 1 n.[内科]麻疹

230 measure 1 ['meʒə] n.测量；措施；程度；尺寸 vt.测量；估量；权衡 vi.测量；估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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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233 morals 1 ['mɒrəl] n. 道德 名词moral的复数形式.

234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235 movie 1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236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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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39 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
240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41 notable 1 ['nəutəbl] adj.值得注意的，显著的；著名的 n.名人，显要人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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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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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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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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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outreach 1 ['autri:tʃ, ,aut'ri:tʃ] vt.超越，伸出；超出…的范围 vi.拓广，延伸 n.延伸，拓广；扩大服务范围 adj.扩大服务的

248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249 pain 1 [pein] n.疼痛；努力 vt.使…痛苦；使…烦恼 vi.感到疼痛；引起疼痛 n.(Pain)人名；(意)帕因；(俄)派因；(法)潘；(英)佩因

250 parental 1 [pə'rentl] adj.父母亲的，父母的；亲代的，亲本的

251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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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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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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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56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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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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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politicians 1 [pɒlɪ'tɪʃnz] 政治家

260 politics 1 ['pɔlitiks] n.政治，政治学；政治活动；政纲

261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262 pregnancy 1 ['pregnənsi] n.怀孕；丰富，多产；意义深长

263 pregnant 1 ['pregnənt] adj.怀孕的；富有意义的

264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65 presidential 1 [,prezi'denʃəl] adj.总统的；首长的；统辖的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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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268 promised 1 英 ['prɒmɪs] 美 ['prɑːmɪs] n. 诺言；预示；约定；(有)希望 v. 允诺；发誓；答应；有希望

269 propaganda 1 [,prɔpə'gændə] n.宣传；传道总会

270 protective 1 [prəu'tektiv] adj.防护的；关切保护的；保护贸易的

271 Quayle 1 n.(Quayle)人名；(英)奎尔

272 racial 1 ['reiʃəl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273 rank 1 [ræŋk] n.排；等级；军衔；队列 adj.讨厌的；恶臭的；繁茂的 vt.排列；把…分等 vi.列为；列队 n.(R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
芬、捷)兰克

274 receives 1 [rɪ'siː v] v. 接到；收到；接待

275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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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requirements 1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278 Robert 1 ['rɔbət] n.罗伯特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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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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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senator 1 ['senətə] n.参议员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议员；评议员，理事 n.(Senator)人名；(瑞典、斯威)塞纳托尔

282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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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285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286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87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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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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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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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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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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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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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taught 1 [tɔ:t] v.教授（teach的过去分词）

295 teach 1 [ti:tʃ] vt.教；教授；教导 vi.教授；讲授；当老师 n.(Teach)人名；(英)蒂奇

296 teacher 1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297 ted 1 [ted] vt.翻晒

298 testing 1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
299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300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01 Thomas 1 ['tɔməs] n.托马斯（男子名）；多马（耶稣十二门徒之一）

302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03 threatened 1 ['θretənd] adj.受到威胁的 v.威胁（threaten的过去分词）

304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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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tip 1 vi.给小费；翻倒；倾覆 vt.给小费；倾斜；翻倒；装顶端 n.小费；尖端；小建议，小窍门；轻拍

306 Tips 1 英 [tips] 美 [tɪps] abbr. =Techn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技术情报处理系统[美] n. 顶端；消费；小部件；脏乱的地
方；实用的小建议（名词tip的复数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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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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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308 tradition 1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
309 twee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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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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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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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313 unhappy 1 [,ʌn'hæpi] adj.不快乐的；不幸福的；不适当的

314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315 unmarried 1 [,ʌn'mærid] adj.[法]未婚的；单身的；独身的 v.离婚（unmarry的过去分词）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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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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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useful 1 ['ju:sful] adj.有用的，有益的；有帮助的

319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20 vaccination 1 [,væksi'neiʃən] n.接种疫苗；种痘

321 vice 1 [vais] n.恶习；缺点；[机]老虎钳；卖淫 prep.代替 vt.钳住 adj.副的；代替的 n.(Vice)人名；(塞)维采

322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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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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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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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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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28 wing 1 n.翼；翅膀；飞翔；派别；侧厅，耳房，厢房 vt.使飞；飞过；空运；增加…速度；装以翼 vi.飞行 n.(Wing)人名；(英、
印尼)温

329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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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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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2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33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34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35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336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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