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4-06 [Education Report] Study_ Young People Worried about
Education, Employment, Democracy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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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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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in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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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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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people 19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7 young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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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or 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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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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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1 t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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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th 8 n.青年；青春；年轻；青少年时期 n.(Youth)《芳华》（电影名）

13 countries 7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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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study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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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by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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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employment 6 [im'plɔimənt] n.使用；职业；雇用

18 organizations 6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19 were 6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0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1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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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government 5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24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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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OECD 5 英 [ˌəʊiː siː 'diː ] 美 [ˌoʊ] abbr.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(=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)

26 pandemic 5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7 researchers 5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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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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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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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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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effects 4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33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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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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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perce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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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7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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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groups 3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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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involved 3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1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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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43 job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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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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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46 recovery 3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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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situation 3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49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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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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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training 3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52 trust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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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usually 3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54 vulnerable 3 ['vʌlnərəbl] adj.易受攻击的，易受…的攻击；易受伤害的；有弱点的

55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56 women 3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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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affects 2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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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61 asked 2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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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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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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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build 2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66 crisis 2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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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decreased 2 [dɪ'kriː s] v. 减少；减小；降低 n. 减少；降低

69 democracy 2 [di'mɔkrəsi] n.民主，民主主义；民主政治

70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71 educational 2 [,edju:'keiʃənəl] adj.教育的；有教育意义的

72 engagement 2 n.婚约；约会；交战；诺言 n.参与度（指用户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、下载文档、观看视频、咨询等交互行为）

73 Estonia 2 [es'təuniə] n.爱沙尼亚

74 graduation 2 [grædju'eiʃən, -dʒu-] n.毕业；毕业典礼；刻度，分度；分等级

75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76 immigrants 2 ['ɪmɪɡrənts] n. 移民；他国移入的动植物 名词immigra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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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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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80 less 2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81 lives 2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82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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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3 looked 2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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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measures 2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85 mobility 2 [məu'biləti] n.移动性；机动性；[电子]迁移率

86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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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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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88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89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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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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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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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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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personal 2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
95 secondary 2 ['sekəndəri] adj.第二的；中等的；次要的；中级的 n.副手；代理人

96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97 started 2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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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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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survey 2 [sə:'vei, 'sə:vei, sə-] n.调查；测量；审视；纵览 vt.调查；勘测；俯瞰 vi.测量土地

101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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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04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105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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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108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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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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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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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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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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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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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answers 1 英 ['ɑːnsə(r)] 美 ['ænsər] v. 回答；答复；接电话 n. 答案；回答；答复

118 approval 1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119 Australia 1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120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121 backgrounds 1 ['bækɡraʊndz] 时代背景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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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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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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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Belgium 1 ['beldʒəm] n.比利时（西欧国家，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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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
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127 Brazil 1 [brə'zil] n.巴西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128 budget 1 ['bʌdʒit] n.预算，预算费 vt.安排，预定；把…编入预算 vi.编预算，做预算 adj.廉价的

129 buy 1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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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132 centered 1 ['sentəd] adj.居中的；有圆心的 v.集中；居中（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133 childcare 1 英 ['tʃaɪldkeə(r)] 美 ['tʃaɪldker] n. 幼托

134 circumstance 1 ['sə:kəmstəns] n.环境，情况；事件；境遇

135 circumstances 1 ['sɜːkəmstənsɪz] n. 情况；境遇；事项；详细情节 名词circumstance的复数形式.

136 citizen 1 ['sitizən] n.公民；市民；老百姓

137 citizens 1 ['sɪtɪzənz] 公民

138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139 collapse 1 vi.倒塌；瓦解；暴跌 vt.使倒塌，使崩溃；使萎陷；折叠 n.倒塌；失败；衰竭

140 Colombia 1 [kə'lʌmbiə] n.哥伦比亚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141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142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143 comment 1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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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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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
147 concern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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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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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controlling 1 [kən'trəuliŋ] n.控制 v.控制；管理（control的ing形式）；验证

150 cooperation 1 [kəu,ɔpə'reiʃən] n.合作，协作；[劳经]协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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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council 1 ['kaunsəl] n.委员会；会议；理事会；地方议会；顾问班子 n.(Council)人名；(英)康斯尔

153 countr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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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55 creation 1 [kri:'eiʃən] n.创造，创作；创作物，产物

156 crises 1 ['kraisi:z] n.危机，紧要关头；危险期（crisis的复数形式）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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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
159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160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61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162 differences 1 ['dɪfərəns] n.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.

163 differently 1 ['difərəntli] adv.不同地；差异；各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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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disadvantage 1 [disəd'vɑ:ntidʒ] n.缺点；不利条件；损失

166 disadvantaged 1 [disədi'vɑ:ntidʒd] adj.贫困的；处于不利地位的；社会地位低下的 n.弱势团体；不利条件 v.使处于不利地位
（disadvant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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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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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169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170 economically 1 [,i:kə'nɔmikəli] adv.经济地；在经济上；节俭地

171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72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73 emotionally 1 [i'məuʃənli] adv.感情上；情绪上；令人激动地；情绪冲动地

174 ending 1 ['endiŋ] n.结局；结尾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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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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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179 extended 1 [ik'stendid] adj.延伸的；扩大的；长期的；广大的 v.延长；扩充（extend的过去分词）

180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81 felt 1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182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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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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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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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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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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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190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191 gather 1 ['gæðə] vt.收集；收割；使…聚集；使…皱起 vi.聚集；化脓；皱起 n.聚集；衣褶；收获量 n.(Gather)人名；(德)加特

192 generate 1 vt.使形成；发生；生殖；产生物理反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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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goals 1 ['ɡəʊlz] n.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.

195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196 greatly 1 ['greitli] adv.很，大大地；非常

197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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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harmed 1 英 [hɑːm] 美 [hɑ rːm] n. 危害；伤害；损害 vt. 伤害；损害

200 healthcare 1 ['helθkeə] 保健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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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housing 1 ['hausiŋ] n.房屋；住房供给；[机]外壳；遮盖物；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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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Iceland 1 ['aislənd] n.冰岛（欧洲岛名，在大西洋北部，近北极圈）

205 identify 1 vt.确定；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；使参与；把…看成一样vi.确定；认同；一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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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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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209 inform 1 [in'fɔ:m] vt.通知；告诉；报告 vi.告发；告密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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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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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invited 1 [ɪn'vaɪtɪd] adj. 邀请的；引起的；招致的 动词inv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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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is 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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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japan 1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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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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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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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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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21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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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listed 1 ['listid] adj.列出的；表列的；已登录的 v.列出；登记（list的过去分词）

224 lived 1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
225 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226 luxembourg 1 ['lʌksəmbə:g, 'lju:ksɔŋ'bu:r] n.卢森堡（卢森堡公国首都）；卢森堡公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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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229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230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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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mentally 1 ['mentəli] adv.精神上，智力上；心理上

233 Mexico 1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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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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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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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native 1 ['neitiv] adj.本国的；土著的；天然的；与生俱来的；天赋的 n.本地人；土产；当地居民

240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1 observed 1 [əb'zɜːvd] adj. 被观察的，被观测的 v. 观察，观测（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,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）

242 olds 1 n.老者（old的复数形式）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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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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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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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overall 1 ['əuvərɔ:l, ,əuvə'rɔ:l] adj.全部的；全体的；一切在内的 adv.全部地；总的说来 n.工装裤；罩衫

248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249 partner 1 ['pɑ:tnə] n.伙伴；合伙人；配偶 vi.合伙；合股；成为搭档 vt.使合作；与…合伙 n.(Partner)人名；(英、德)帕特纳

250 partnering 1 英 ['pɑ tːnə(r)] 美 ['pɑ rːtnər] n. 伙伴；搭档；伴侣；合伙人 v. 同 ... 合作；做 ... 的搭档

251 physically 1 ['fizikli] adv.身体上，身体上地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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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莱斯

253 pl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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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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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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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politics 1 ['pɔlitiks] n.政治，政治学；政治活动；政纲

258 poorer 1 英 [pʊə(r)] 美 [pʊr] adj. 可怜的；贫穷的；低劣的 n. 穷人

259 populations 1 [pɒpjʊ'leɪʃnz] 居群

260 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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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preparing 1 [prɪ'peərɪŋ] adj. 准备的；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.

263 proactive 1 adj.前摄的（前一活动中的因素对后一活动造成影响的）；有前瞻性的，先行一步的；积极主动的

264 proactively 1 英 [ˌprəʊ'æktɪv] 美 [ˌproʊ'æktɪv] adj. 先发制人的；积极的 〈心理〉前摄的. 〈自控〉有前瞻性的；先行一步的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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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267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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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questioned 1 ['kwestʃən] n. 问题；疑问 v. 询问；怀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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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reduced 1 [ri'dju:st] adj.减少的；[数]简化的；缩减的

272 relationships 1 [rɪ'leɪʃnʃɪps] 关系[式]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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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remain 1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
275 repercussion 1 n.反响；弹回；反射；浮动诊胎法；令人不满意的后果

276 repercussions 1 [riː pə( )ː'kʌʃəns] n. 反响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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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279 residency 1 ['rezidənsi] n.住处；住院医生实习期

280 resident 1 adj.居住的；定居的 n.居民；住院医生

281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282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283 satisfied 1 ['sætisfaid] adj.感到满意的 v.使满意（satisfy的过去式）

284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85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286 seriously 1 ['siəriəsli, 'si:r-] adv.认真地；严重地，严肃地

287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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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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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skills 1 技能

292 socio 1 adj.社会的

293 sought 1 [sɔ:t] v.寻找（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94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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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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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298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299 studying 1 ['stʌdi] n. 研究；学习；学科；书房；(绘画或文学)习作；练习曲；沉思；记忆力…的人；台词记得…的人 v. 研究；
学习；读书；仔细观察；努力

300 succeed 1 [sək'si:d] vi.成功；继承；继任；兴旺 vt.继承；接替；继…之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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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303 surveyed 1 英 ['sɜːveɪ] 美 ['sɜ rːveɪ] n. 问卷；测量；调查；纵览；视察 v. 调查；审视；研究；测量；勘定；环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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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Sweden 1 ['swi:dən] n.瑞典（欧洲国家）

305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306 target 1 n.目标，指标；（攻击的）对象；靶子 v.把...作为目标；面向，对准（某群体） n.（Target）美国塔吉特公司

307 tendency 1 ['tendənsi] n.倾向，趋势；癖好

308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309 than 1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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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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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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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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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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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through 1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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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trainings 1 n.培训（training的复数）

318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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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upon 1 [ə'pɔn] prep.根据；接近；在…之上

321 upper 1 ['ʌpə] adj.上面的，上部的；较高的 n.(Upper)人名；(英)厄珀

322 violence 1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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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wage 1 [weidʒ] vi.进行；发动；从事 n.工资；代价；报偿 vt.进行；开展

325 wealth 1 [welθ] n.财富；大量；富有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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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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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29 widened 1 ['waɪdn] vt. 加宽；使变宽；扩大 vi. 变宽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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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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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rkforce 1 ['wə:kfɔ:s] n.劳动力；工人总数，职工总数

333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34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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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worse 1 [wə:s, 'wə:s] adj.更坏的；更差的；更恶劣的（bad的比较级）；（病情）更重的（ill的比较级） adv.更糟；更坏；更恶劣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337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38 younger 1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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