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4-12 [Health and Lifestyle] Teachers Get Mental Health
Training, Help Student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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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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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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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i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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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1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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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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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 training 10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10 t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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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ith 9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2 be 8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3 health 8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4 mental 8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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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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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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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school 6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19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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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warning 6 ['wɔ:niŋ] n.警告；预兆；预告 adj.警告的；引以为戒的 v.警告（warn的ing形式） n.(Warning)人名；(德)瓦宁

21 child 5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22 he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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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 s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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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5 alone 4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26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7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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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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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Herrera 4 埃雷拉 n.(Herrera)人名；(西、法)埃雷拉；(英、瑞典)赫雷拉

30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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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luna 4 ['lju:nə] n.月亮；月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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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signs 4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34 suicide 4 ['sjuisaid] n.自杀；自杀行为；自杀者 adj.自杀的 vt.自杀 vi.自杀

35 teachers 4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36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37 anxiety 3 [æŋ'zaiəti] n.焦虑；渴望；挂念；令人焦虑的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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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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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California 3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40 children 3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41 crisis 3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42 girl 3 n.女孩；姑娘，未婚女子；女职员，女演员；（男人的）女朋友 n.（捷）吉尔

43 hel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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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increased 3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5 stops 3 英 [stɒp] 美 [stɑːp] v. 停止；阻止；停留 n. 停止；逗留；车站

46 talking 3 ['tɔ:kiŋ] adj.说话的，多嘴的；有表情的 n.讲话，谈论 v.谈论；讲话（talk的ing形式） n.(Talking)人名；(英)托金

47 teacher 3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48 teenage 3 ['ti:neidʒ] adj.青少年的；十几岁的 n.青少年时期

49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50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51 abuse 2 [ə'bju:z, ə'bju:s] n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；弊端；恶习，陋习 vt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 n.(Abuse)人名；(英)阿比斯

52 address 2 vt.演说；从事；忙于；写姓名地址；向…致辞；与…说话；提出；处理 n.地址；演讲；致辞；说话的技巧；称呼

53 adults 2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54 advised 2 [əd'vaizd] adj.考虑过的；细想过的 v.建议（advise的过去分词）；劝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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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alarm 2 n.闹钟；警报，警告器；惊慌 vt.警告；使惊恐

57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58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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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as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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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assume 2 vi.假定；设想；承担；采取 vt.僭取；篡夺；夺取；擅用；侵占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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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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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b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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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boyfriend 2 ['bɔifrend] n.男朋友，情郎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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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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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68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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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emergency 2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70 English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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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every 2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72 example 2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73 friends 2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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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g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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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good 2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77 grade 2 [greid] n.年级；等级；成绩；级别；阶段 vt.评分；把…分等级 vi.分等级；逐渐变化 n.(Grade)人名；(英)格雷德；(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塞、瑞典)格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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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higher 2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80 home 2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81 hoover 2 ['hu:və] vi.胡佛电动吸尘 n.胡佛电动吸尘器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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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84 isolated 2 ['aisəleitid] adj.孤立的；分离的；单独的；[电]绝缘的 v.使孤立；使绝缘；脱离（isolat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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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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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let 2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88 lifestyle 2 ['laifstail] n.生活方式 保健的

89 litt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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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matteo 2 n. 马泰奥

91 m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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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mojave 2 [məu'hɑ:vi] n.莫哈韦沙漠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西南）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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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national 2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95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96 normal 2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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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OK 2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j.好的；不错的 adv.行；很好 int.好；可以 vt.对…表示同意 n.同意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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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pandemic 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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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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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police 2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
104 pressure 2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105 problems 2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106 questions 2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107 report 2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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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situation 2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110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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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spoke 2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112 steps 2 n.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（=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）；台阶，步骤（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）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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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student 2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115 students 2 [st'juːdnts] 学生

116 studies 2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117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118 teaches 2 ['tiː tʃɪz] v. 教；教导；教授；教训（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19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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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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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122 thoughts 2 ['θɔː ts] n. 思维 名词thought的复数形式.

123 tidy 2 ['taidi] adj.整齐的；相当大的 vt.整理；收拾；弄整齐 vi.整理；收拾 n.椅子的背罩 n.(Tidy)人名；(英)泰迪

124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125 too 2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126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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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VOA 2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128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29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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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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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with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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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33 absolutely 1 ['æbsəlju:tli, ,æbsə'lju:tli] adv.绝对地；完全地

134 accept 1 [ək'sept] vt.接受；承认；承担；承兑；容纳 vi.承认；同意；承兑

135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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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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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Aguirre 1 n. 阿吉雷

139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40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41 angeles 1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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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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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anymore 1 ['eni'mɔ:] adv.再也不，不再

145 appearance 1 [ə'piərəns] n.外貌，外观；出现，露面

146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147 arguing 1 ['ɑrgjʊɪŋ] n. 争吵 动词argu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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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assignments 1 [ə'saɪnmənts] n. 分配 名词assignment的复数形式.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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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1 attempts 1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
152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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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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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behavior 1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
157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158 Benito 1 n.[航]飞机导航装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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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boys 1 n.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.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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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163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164 cared 1 英 [keə(r)] 美 [ker] v. 关心；担忧；照顾；喜爱；介意；倾向于；愿望；在乎 n. 小心；照料；忧虑；注意；护理

165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166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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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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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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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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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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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173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174 completing 1 [kəm'pliː t] adj. 完整的；完成的；彻底的 vt. 完成；使完美；使圆满；填（表格等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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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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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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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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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continued 1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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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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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daughter 1 ['dɔ:tə] n.女儿；[遗][农学]子代 adj.女儿的；子代的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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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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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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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188 depression 1 n.沮丧；忧愁；抑郁症；洼地；不景气；低气压区

189 desert 1 ['dezət] vt.遗弃；放弃；逃跑 vi.遗弃；开小差；逃掉 n.沙漠；荒原；应得的赏罚 adj.沙漠的；荒凉的；不毛的

190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191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192 disorders 1 英 [dɪs'ɔː də(r)] 美 [dɪs'ɔː rdər] n. 混乱；杂乱；不适；失调；疾病 vt. 扰乱

193 division 1 n.[数]除法；部门；分配；分割；师（军队）；赛区

194 drive 1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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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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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eating 1 ['i:tiŋ] adj.侵蚀的；可生食的；进餐用的 n.吃；食物 v.吃（eat的ing形式）

198 eats 1 [i:ts] abbr.设备准确度测试站（EquipmentAccuracyTestStation）

199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200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201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202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203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204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205 falling 1 ['fɔ:liŋ] adj.下降的；落下的 n.下降；落下；陷落 v.落下（fall的ing形式） n.(Falling)人名；(瑞典)法林

206 feel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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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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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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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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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fights 1 [faɪt] n. 战斗；打架；斗志 vt. 打架；对抗 vi. 奋斗；斗争；争吵

211 fine 1 [fain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细小的，精美的；健康的；晴朗的 n.罚款 vt.罚款；澄清 adv.很好地；精巧地 n.(Fine)人名；(意)
菲内；(英)法恩

212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213 Francisco 1 [fræn'siskəu] n.弗朗西斯科（男子名，等于Francis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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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geck 1 [gek] n.鄙视的表情；卑鄙的人 vi.戏弄 n.(Geck)人名；(德)格克；(匈)盖克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玉

215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216 girls 1 ['ɡɜ lː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
217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218 grades 1 [ɡ'reɪdz] n. （评分）等级；技巧水平；阶段（名词grade的复数形式） v. 分级；评分；渐次变化（grade的第三人称单数
形式）

219 habits 1 ['hæbɪt] n. 习惯；习性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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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1 handle 1 ['hændl] n.[建]把手；柄；手感；口实 vt.处理；操作；运用；买卖；触摸 vi.搬运；易于操纵

222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223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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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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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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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hidden 1 ['hidən] adj.隐藏的 v.隐藏，躲藏（hide的过去分词） n.(Hidden)人名；(英)希登

227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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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229 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
230 hurting 1 adj.受伤害的；受损的 v.伤害；伤心；弄痛（hurt的ing形式）

231 imminent 1 ['iminənt] adj.即将来临的；迫近的

232 importance 1 [im'pɔ:təns] n.价值；重要；重大；傲慢

233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234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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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jocelyn 1 ['dʒɔsəlin] n.乔斯林（女子名）

237 judgment 1 ['dʒʌdʒmənt] n.判断；裁判；判决书；辨别力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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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katherine 1 ['kæθərin] n.凯瑟琳（女子名）

240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241 lacked 1 [læk] n. 缺乏；无 v. 缺乏；不足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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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leads 1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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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246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47 lining 1 ['lainiŋ] n.衬里；内层；衬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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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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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Los 1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英)洛斯

251 loved 1 [lʌvd] v.热爱（lov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恋爱的；受珍爱的

252 lunch 1 n.午餐 vt.吃午餐；供给午餐 vi.吃午餐；供给午餐

253 Maryland 1 ['mεərilænd] n.马里兰（美国州名）

254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255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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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murthy 1 n. 默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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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259 neat 1 [ni:t] adj.灵巧的；整洁的；优雅的；齐整的；未搀水的；平滑的

260 neglect 1 [ni'glekt] vt.疏忽，忽视；忽略 n.疏忽，忽视；怠慢

261 nervousness 1 ['nə:vəsnis] n.神经质；[心理]神经过敏；紧张不安

262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263 no 1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264 notice 1 ['nəutis] n.通知，布告；注意；公告 vt.通知；注意到；留心 vi.引起注意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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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occurring 1 [ə'kə:riŋ] n.事件；事故；事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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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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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270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71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272 ordered 1 ['ɔ:dəd] adj.[数]有序的；整齐的；安排好的 v.命令；点餐（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3 orderly 1 ['ɔ:dəli] adj.有秩序的；整齐的；值班的 n.勤务兵；传令兵；护理员 adv.顺序地；依次地

274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75 outcome 1 ['autkʌm] n.结果，结局；成果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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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poverty 1 ['pɔvəti] n.贫困；困难；缺少；低劣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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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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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282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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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raise 1 [reiz] vt.提高；筹集；养育；升起 vi.上升 n.高地；上升；加薪 n.(Raise)人名；(英)雷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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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replacing 1 [rɪ'pleɪsɪn] adj. 更换的；替代的 动词repla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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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representing 1 [ˌreprɪ'zent] vt. 表现；表示；描绘；代表；象征；说明；阐明 vi. 提出异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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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risks 1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
292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293 run 1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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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San 1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
296 saved 1 ['seɪvd] adj. 保存了的；获救的 v. 救；节省；保存（动词s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297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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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300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
301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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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seventh 1 ['sevənθ] n.第七；七分之一 adj.第七的；七分之一的 adv.居第七位地

303 Sharon 1 ['ʃærən] n.莎伦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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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silver 1 ['silvə] n.银；银器；银币；银质奖章；餐具；银灰色 adj.银的；含银的；有银色光泽的；口才流利的；第二十五周年的
婚姻 vi.变成银色 vt.镀银；使有银色光泽 n.(Silver)人名；(法)西尔韦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西尔弗

306 simple 1 ['simpl] adj.简单的；单纯的；天真的 n.笨蛋；愚蠢的行为；出身低微者 n.(Simple)人名；(法)桑普勒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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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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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socially 1 ['səuʃəli] adv.在社会上；在社交方面；善于交际地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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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312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313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14 starts 1 [s'tɑ tːs] v. 开始；启动；开创（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开始；开创（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）

315 st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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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substance 1 ['sʌbstəns] n.物质；实质；资产；主旨

317 suffering 1 ['sʌfəriŋ] n.受难；苦楚 adj.受苦的；患病的 v.受苦；蒙受（suffer的ing形式）

318 suicidal 1 [sjui'saidəl] adj.自杀的，自杀性的；自我毁灭的；自取灭亡的

319 surgeon 1 ['sə:dʒən] n.外科医生 n.(Surgeon)人名；(法)叙尔容

320 surprised 1 [sə'praizd] adj.感到惊讶的，出人意料的 v.使惊奇（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321 suspected 1 英 [səs'pektɪd] 美 [sə'spektɪd] adj. 可疑的；嫌疑的 动词su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22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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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4 taught 1 [tɔ:t] v.教授（teach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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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teenaged 1 ['ti:neidʒd] adj.十几岁的；青少年的

327 tells 1 [tel] v. 告诉；吩咐；讲述；表达；辨别；判断；泄露；告发；产生效果

328 texted 1 text（发短信）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

329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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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32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333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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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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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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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tired 1 ['taiəd] adj.疲倦的；厌倦的，厌烦的 v.疲倦；对…腻烦（tir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338 tragedy 1 ['trædʒidi] n.悲剧；灾难；惨案

339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
340 typically 1 ['tipikəli] adv.代表性地；作为特色地

341 uncertain 1 [,ʌn'sə:tən] adj.无常的；含糊的；靠不住的；迟疑不决的

342 unease 1 [ʌn'i:z] n.不安；不舒服

343 unified 1 ['juːnɪfaɪd] adj. 统一的 动词un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44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345 untidy 1 adj.不整洁的，凌乱的；懒散的；不干净利落的，不简练的；不适宜的 v.使不整洁；使杂乱无章

346 urgent 1 ['ə:dʒənt] adj.紧急的；急迫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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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48 visits 1 ['vɪzɪt] v. 拜访；参观；闲谈 n. 拜访；参观；聊天

349 want 1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
350 warned 1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351 warnings 1 n. 警告信息（warning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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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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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wellbeing 1 [ˌwel'biː ˌɪŋ] n. 幸福，康宁，安宁；健康；福利

356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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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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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9 work 1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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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人名；(英)朗

362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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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youth 1 n.青年；青春；年轻；青少年时期 n.(Youth)《芳华》（电影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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