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8-31 [Education Report] Facing Shortages, US States Lower
Teachers' Requirements 词频表词频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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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to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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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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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and 1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that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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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teacher 14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7 of 1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8 education 1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9 or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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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r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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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 teachers 10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13 an 9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4 for 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5 said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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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by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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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llege 7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18 States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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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our 6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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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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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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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certification 5 [,sə:tifi'keiʃən] n.证明，保证；检定

24 degree 5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
25 law 5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26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7 shortages 5 ['ʃɔː tɪdʒɪz] 缺陷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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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wi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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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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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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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 become 4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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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Florida 4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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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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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les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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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new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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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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40 school 4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41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2 Arizona 3 [,æri'zəunə] n.美国亚利桑那州

43 degrees 3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
44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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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found 3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46 interview 3 ['intəvju:] n.接见，采访；面试，面谈 vt.采访；接见；对…进行面谈；对某人进行面试

47 national 3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48 requirements 3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49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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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students 3 [st'juːdnts] 学生

51 teach 3 [ti:tʃ] vt.教；教授；教导 vi.教授；讲授；当老师 n.(Teach)人名；(英)蒂奇

52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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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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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unprepared 3 英 [ˌʌnprɪ'peəd] 美 [ˌʌnprɪ'perd] adj. 无准备的；还没有准备好的；即席的

55 veterans 3 ['vetərənz] n. 退伍军人 名词veteran的复数形式.

56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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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58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59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60 amount 2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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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association 2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63 bett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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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lassroom 2 ['klɑ:srum] n.教室

65 conditions 2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66 considering 2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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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ne 2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69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70 easier 2 [英 ['i:zɪə] 美 ['i:zɪr]] adj.更简单；容易些（easy的比较级形式）；较早的

71 educators 2 ['edʒʊkeɪtəz] 教育者

72 eit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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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epi 2 [ei 'pi:] abbr.仰角位置雷达指示器（Elevation-PositionIndicator）；（目标）位置电子指示器（ElectronicPositionIndicator） n.
(Epi)人名；(阿尔巴)埃皮

74 exam 2 [ig'zæm] n.考试；测验

75 extent 2 [ik'stent] n.程度；范围；长度

76 facing 2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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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having 2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79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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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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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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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lowering 2 ['lauəriŋ] adj.使低劣的；昏暗的；减少体力的

82 making 2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83 military 2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84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85 opportunity 2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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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paid 2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88 pay 2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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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permits 2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91 profession 2 [prəu'feʃən] n.职业，专业；声明，宣布，表白

92 programs 2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93 re 2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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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required 2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96 requires 2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97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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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schools 2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99 severe 2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100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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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1 shortage 2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
102 similar 2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103 skills 2 技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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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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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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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stud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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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take 2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109 talents 2 ['tælənts] n. 人才 名词talent的复数形式.

110 teaching 2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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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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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unqualified 2 adj.不合格的；无资格的；不胜任的；不受限制的；无条件的；绝对的

114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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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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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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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working 2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119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120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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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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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addressed 1 [ə'dresd] adj. 标记地址的 动词addr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24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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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 advanced 1 [əd'vɑ:nst, -'vænst] adj.先进的；高级的；晚期的；年老的 v.前进；增加；上涨（adva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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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7 allows 1 [ə'laʊz] 允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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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approval 1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130 approved 1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131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132 attending 1 adj.（医生）主治的 v.参加（attend的现在分词）；注意，听；照顾；[常用被动语态]（作为结果、情况）伴随

133 Baltimore 1 [Lord lɔ:d] n.巴尔的摩（美国一座港市）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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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candidates 1 ['kændɪdeɪts] n. 申请求职者；候选人；投考者 名词candidate的复数形式.

136 cardona 1 n. 卡多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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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cbs 1 [ˌsiː biː 'es] abbr. (美)哥伦比亚广播公司(=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) abbr. 中央统计局(=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)

139 certified 1 ['sə:tifaid] adj.被证明的；有保证的；具有证明文件的 v.证明，证实；颁发合格证书（certify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140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1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142 charge 1 [tʃɑ:dʒ] n.费用；电荷；掌管；控告；命令；负载 vt.使充电；使承担；指责；装载；对…索费；向…冲去 vi.充电；控
告；索价；向前冲；记在账上 n.(Charge)人名；(法)沙尔热；(英)查奇

143 Christopher 1 ['kristəfə] n.克里斯多夫（男子名）

144 classes 1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145 classrooms 1 [k'læsruːmz] 教室

146 colleges 1 ['kɒlɪdʒɪz] 高校

147 commission 1 [kə'miʃən] n.委员会；佣金；犯；委任；委任状 vt.委任；使服役；委托制作

148 competitive 1 [kəm'petitiv] adj.竞争的；比赛的；求胜心切的

149 completed 1 [kəm'pliː 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50 completion 1 [kəm'pli:ʃən] n.完成，结束；实现

151 constantly 1 ['kɔnstəntli] adv.不断地；时常地

152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153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54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155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56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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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159 debated 1 [dɪ'beɪt] n. 辩论；讨论 vt. 争论；思考 vi. 辩论

160 DeSantis 1 n. 德桑蒂斯

161 direct 1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关系

162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
163 dive 1 ['di:vei, daiv] vi.潜水；跳水；俯冲；急剧下降 n.潜水；跳水；俯冲；扑 n.(Dive)人名；(法)迪夫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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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5 door 1 [dɔ:] n.门；家，户；门口；通道 n.(Door)人名；(英)多尔

166 earn 1 [ə:n] vt.赚，赚得；获得，挣得；使得到；博得 n.(Earn)人名；(泰)炎

167 earns 1 英 [ɜːn] 美 [ɜ rːn] vt. 赚得；赢得；获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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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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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employee 1 [,emplɔi'i:, em'plɔii:] n.雇员；从业员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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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nter 1 ['entə] vt.进入；开始；参加 vi.参加，登场；进去 n.[计]输入；回车 n.(Enter)人名；(英)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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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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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177 expands 1 [ɪk'spænd] v. 使 ... 膨胀；详述；扩张；增加；张开

178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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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81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182 fought 1 [fɔ:t] v.战斗（fight的过去分词）；打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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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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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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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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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gray 1 [grei] adj.灰色的；苍白的；灰白头发的；阴郁的 n.灰色；暗淡的光线 vi.成为灰色或灰白 vt.使成灰色或灰白 n.(Gray)人
名；(意)格拉伊；(英、法、葡、瑞典)格雷

188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189 harder 1 [ha:də] adj.更难的；更努力的；更坚固的（hard的比较级） n.(Har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哈德

190 harms 1 英 [hɑːm] 美 [hɑ rːm] n. 危害；伤害；损害 vt. 伤害；损害

191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192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193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94 Hopkins 1 ['hɔpkinz] n.霍普金（姓氏）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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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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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7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98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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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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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jacqueline 1 ['dʒækwəli:n] n.杰奎琳（女子名）

202 job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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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Johns 1 [dʒɔnz] n.约翰斯（姓氏）

204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205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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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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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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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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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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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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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legally 1 ['li:gəli] adv.合法地；法律上

213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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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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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loans 1 ['ləʊnz] 贷款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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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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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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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master 1 ['mɑ:stə, 'mæstə] vt.控制；精通；征服 n.硕士；主人；大师；教师 adj.主人的；主要的；熟练的 n.(Master)人名；(英)马斯
特

221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222 Miguel 1 [mi'gel] n.米格尔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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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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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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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nea 1 abbr. (美国)全国教育协会(=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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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29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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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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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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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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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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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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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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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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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241 passage 1 n.一段（文章）；走廊；通路；通过 n.(Passage)人名；(英)帕西奇；(法)帕萨热

242 pers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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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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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policies 1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 lː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245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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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prepare 1 [pri'pεə] vt.准备；使适合；装备；起草 vi.预备；做好思想准备

248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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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professionally 1 [prə'feʃənəli] adv.专业地；内行地

251 professions 1 [prə'feʃnz] 职业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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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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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3 providing 1 [prəu'vaidiŋ] conj.假如，以…为条件 v.供给（provide的ing形式）；预备

254 public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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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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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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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range 1 n.范围；幅度；排；山脉 vi.（在...内）变动；平行，列为一行；延伸；漫游；射程达到 vt.漫游；放牧；使并列；归类
于；来回走动

258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259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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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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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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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264 rick 1 [rik] vt.把…堆成垛；（英）扭伤 vi.扭伤 n.干草堆；扭伤；人力车 adj.伪装的 n.(Rick)人名；(瑞典)里克；

265 Rodriguez 1 n.（西）罗德里格斯（姓氏）

266 ron 1 n. 罗恩(男子名) abbr. (石油)研究法辛烷值(=Research Octane Number)

267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68 sailor 1 ['seilə] n.水手，海员；乘船者 n.(Sailor)人名；(英)赛勒

269 salaries 1 ['sæləri] n. 薪水 v. 给 ... 薪水

270 salary 1 ['sæləri] vt.给...加薪；给...薪水 n.薪水

271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72 secretary 1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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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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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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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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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soldier 1 ['səuldʒə] n.军人；[昆]兵蚁；懒汉；一片烤面包 vi.当兵；磨洋工；坚持干；假称害病

279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80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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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standards 1 [s'tændədz] n. 规格 名词standar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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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statewide 1 ['steit'waid] adj.遍及全州的 遍及全州地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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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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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supervise 1 ['sju:pəvaiz] vt.监督，管理；指导 vi.监督，管理；指导

288 supervised 1 ['sjuːpəvaɪzd] adj. 有监督的 supervi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89 surrounding 1 [sə'raundiŋ] adj.周围的，附近的 n.环境，周围的事物

290 talent 1 ['tælənt] n.才能；天才；天资

291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292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293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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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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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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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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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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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299 unfortunate 1 [,ʌn'fɔ:tʃənət] adj.不幸的；令人遗憾的；不成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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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universities 1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 rːsəti] n. 大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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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unless 1 [ən'les] conj.除非，如果不 prep.除…之外

304 urgent 1 ['ə:dʒənt] adj.紧急的；急迫的

305 us 1 pron.我们

306 vary 1 ['vεəri] vi.变化；变异；违反 vt.改变；使多样化；变奏 n.(Var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、柬)瓦里

307 ve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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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veteran 1 ['vetərən] n.老兵；老手；富有经验的人；老运动员 adj.经验丰富的；老兵的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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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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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war 1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312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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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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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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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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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widely 1 ['waidli] adv.广泛地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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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9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320 worsened 1 英 ['wɜːsn] 美 ['wɜ rːsn] v. (使)更坏；（使) 恶化

321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22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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