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8-30 [Health and Lifestyle] Research Aims to Help People
with Autism Sharpen their Driving Skill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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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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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2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said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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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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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i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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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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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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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driv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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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sh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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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 autism 7 ['ɔ:tizəm] n.[心理][内科]孤独症；自我中心主义

12 driving 7 ['draiviŋ] adj.强劲的；推进的；精力旺盛的 n.驾驶；操纵 v.驾驶（drive的ing形式）

13 Hodges 7 n. 霍奇斯

14 part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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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6 study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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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their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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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9 ca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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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disorder 5 [dis'ɔ:də] n.混乱；骚乱 vt.使失调；扰乱

21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2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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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spectrum 5 ['spektrəm] n.光谱；频谱；范围；余象

24 those 5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25 would 5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26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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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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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udents 4 [st'juːdnts] 学生

29 them 4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30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1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2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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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4 able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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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ann 3 [æn] n.安（女子名）

36 arbor 3 ['ɑ:bə] n.[植]乔木；凉亭；藤架 n.(Arbor)人名；(英)阿伯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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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commen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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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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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ford 3 n.浅滩；Ford：福特汽车公司 vi.涉水而过 vt.涉过；徒涉

40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41 hazards 3 英 ['hæzəd] 美 ['hæzərd] n. 危险；冒险；危害 vt. 冒险；赌运气 阿扎尔（英超切尔西队球员）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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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h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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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 learning 3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45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46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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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programs 3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48 research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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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49 second 3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50 skills 3 技能

51 suppor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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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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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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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wa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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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6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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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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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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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9 aware 2 [ə'wεə] adj.意识到的；知道的；有…方面知识的；懂世故的 n.(Aware)人名；(阿拉伯、索)阿瓦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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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boss 2 [bɔs] n.老板；首领；工头 vt.指挥，调遣；当…的领导 vi.当首领，发号施令 n.(Bo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、瑞典)博斯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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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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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aty 2 卡蒂

65 debbie 2 ['debi] n.黛比（女子名，等于Debby）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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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ellwood 2 n. 埃尔伍德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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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first 2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70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71 functioning 2 ['fʌŋkʃəniŋ] n.运行，运作；[计]功能；机能；起酌（function的动名词） v.运行，起作用（function的现在分词形
式）

72 g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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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3 hazard 2 ['hæzəd] vt.赌运气；冒…的危险，使遭受危险 n.危险，冒险；冒险的事 n.(Hazard)人名；(法)阿扎尔；(英)哈泽德

74 helped 2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75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76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77 hopes 2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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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improve 2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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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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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learn 2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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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Michigan 2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
84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85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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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program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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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project 2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89 researchers 2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90 return 2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91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92 simulated 2 ['simjuleitid] adj.模拟的；模仿的；仿造的 v.模仿（simulate的变形）；假装

93 simulation 2 [,simju'leiʃən] n.仿真；模拟；模仿；假装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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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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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stop 2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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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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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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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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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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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weaver 2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104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105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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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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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you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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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109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110 academy 1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
111 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
112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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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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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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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aims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118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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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121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122 asd 1 abbr. 空中情况指示器（=Air Situation Display） abbr. 航空系统部（=Air System Division） abbr. 蒽闪烁剂量计（=Anthracene
Scintillation Dosimeter） abbr. 自动同步鉴别器（=Automatic Sychronized Discriminator）

123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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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associate 1 [ə'səuʃieit, ə'səuʃiət, -eit] vi.交往；结交 n.同事，伙伴；关联的事物 vt.联想；使联合；使发生联系 adj.副的；联合的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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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6 autistic 1 [ɔ:'tistik] adj.[心理][内科]孤独症的；孤僻的 n.孤独症患者（常指儿童）

127 automobile 1 n.汽车 vt.驾驶汽车 [过去式automobiled过去分词automobiled现在分词automobiling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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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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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131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132 clinical 1 ['klinikəl] adj.临床的；诊所的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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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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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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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danger 1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
137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138 detect 1 [di'tekt] vt.察觉；发现；探测

139 detected 1 [dɪ'tektɪd] adj. 检测到的 动词det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0 detection 1 [di'tekʃən] n.侦查，探测；发觉，发现；察觉

141 determine 1 v.（使）下决心，（使）做出决定 vt.决定，确定；判定，判决；限定 vi.确定；决定；判决，终止；[主用于法律]
了结，终止，结束

142 die 1 [dai] vi.死亡；凋零；熄灭 vt.死，死于… n.冲模，钢模；骰子 n.(Die)人名；(西)迭；(阿拉伯)迪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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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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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disbelief 1 [,disbi'li:f] n.怀疑，不信

146 discover 1 [dis'kʌvə] vt.发现；发觉 vi.发现

147 doubt 1 [daut] n.怀疑；疑问；疑惑 v.怀疑；不信；恐怕；拿不准

148 doubts 1 [daʊt] n. 怀疑；疑惑；悬而未定 vt. 怀疑；不信任 vi. 不确定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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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driver 1 [draivə] n.驾驶员；驱动程序；起子；传动器 n.(Driver)人名；(德)德里弗；(英)德赖弗

151 drivers 1 [d'raɪvəz] n. 驱动器；驱动程序；司机 名词driver的复数形式.

152 drives 1 n. 驱动程序；驱动器 名词driv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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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55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156 elise 1 [i'li:s; i'li:z] n.伊莉斯（女子名）

157 elsewhere 1 [,els'hwεə] adv.在别处；到别处

158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59 existence 1 [ig'zistəns] n.存在，实在；生存，生活；存在物，实在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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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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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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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64 father 1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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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financed 1 ['faɪnæns] n. 金融；财政；资金 vt. 给 ... 提供资金；负担经费

167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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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folks 1 ['fəʊks] n. 人们；家人；父母 名词folk的复数形式.

169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170 front 1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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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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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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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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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7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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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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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181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182 hosted 1 英 [həʊst] 美 [hoʊst] n. 主人；主持人；主办方；大量；寄主；主机 v. 主办；主持；做东

183 identified 1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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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imitative 1 ['imitətiv] adj.模仿的；仿制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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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improved 1 [ɪm'pruːvd] adj. 改良的；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88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9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190 individualized 1 [ˌɪndɪ'vɪdʒuəlaɪz] vt. 使具有个性；个别对待；具体化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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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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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knowledge 1 ['nɔlidʒ] n.知识，学问；知道，认识；学科 n.(Knowledge)人名；(南非)诺利奇

194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克；(匈)洛克

195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196 lessons 1 ['lesn] n. 教训；课，功课，课业；榜样，典范 vt. 教训，告诫，训斥；给 ... 上课

197 license 1 ['laisəns] n.执照，许可证；特许 vt.许可；特许；发许可证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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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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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1 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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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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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mean 1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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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06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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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motor 1 ['məutə] n.发动机，马达；汽车 adj.汽车的；机动的 vi.乘汽车 vt.以汽车载运

209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210 neuropsychology 1 [,njuərəusai'kɔlədʒi] n.神经心理学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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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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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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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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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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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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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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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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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overcome 1 [,əuvə'kʌm] vt.克服；胜过 vi.克服；得胜

220 oversaw 1 [,əuvə'sɔ:] vt.看管，管理；视察；监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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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partner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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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24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
225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26 presence 1 ['prezəns] n.存在；出席；参加；风度；仪态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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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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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231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32 replies 1 [rɪ'plaɪ] v. 回答；答复；回应 n. 回答；答复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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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representation 1 [,reprizen'teiʃən] n.代表；表现；表示法；陈述

235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236 road 1 [rəud] n.公路，马路；道路；手段 vt.（狗）沿臭迹追逐（猎物） adj.（美）巡回的 n.(Road)人名；(英)罗德

237 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
238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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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Sessions 1 ['sɛʃəns] n.塞申斯（姓氏）

241 sharpen 1 ['ʃɑ:pən] vt.削尖；磨快；使敏捷；加重 vi.尖锐；变锋利

242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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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signs 1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245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46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247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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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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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son 1 [sʌn] n.儿子；孩子（对年轻人的称呼）；男性后裔 n.(Son)人名；(土、老、柬)松；(法、罗)索恩；(日)存(名)；(日)孙
(姓)；(越)山

251 source 1 [sɔ:s] n.来源；水源；原始资料 n.(Source)人名；(法)苏尔斯

252 spok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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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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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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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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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5 successful 1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
256 successfully 1 [sək'sesfəli] adv.成功地；顺利地

257 supported 1 [sə'pɔː tɪd] adj.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58 sustainability 1 [sə̩ steɪnə'bɪləti] n. 持续性，能维持性；【环境】可持续性

259 Tate 1 [teit] n.塔特（姓氏）

260 teens 1 ['ti:nz] n.十多岁，十几岁；青少年

261 tests 1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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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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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thirds 1 [θɜːdz] n. 三号 名词thir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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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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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268 tools 1 [tu lː] n. 工具，用具（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）；器具

269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(英)特沃德

270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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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underwent 1 [,ʌndə'went] v.经验；遭遇（underg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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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wanting 1 ['wɔntiŋ, 'wɔ:n-] adj.欠缺的；不足的；不够格的 prep.无；缺 v.需要（want的现在分词）；欠缺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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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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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wheel 1 [hwi:l] n.车轮；方向盘；转动 vt.转动；使变换方向；给…装轮子 vi.旋转；突然转变方向；盘旋飞行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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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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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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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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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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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4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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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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