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9-01 [Health and Lifestyle] Life Expectancy in US Drops
Again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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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cidental 1 [,æksi'dentəl] adj.意外的；偶然的；附属的；临时记号的 n.次要方面；非主要的特性；临时记号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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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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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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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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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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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gain 2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9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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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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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mericans 5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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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5 and 1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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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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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sian 1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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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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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 averag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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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baby 1 ['beibi] n.婴儿，婴孩；孩子气的人 vt.纵容，娇纵；把……当婴儿般对待 adj.婴儿的；幼小的 n.(Baby)人名；(法、葡)巴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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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based 2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25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6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27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28 black 1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29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
30 born 2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31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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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y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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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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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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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36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37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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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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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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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42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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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ounted 1 [kaʊnt] v. 计算；视为；依赖；重要，有价值 n. 计数；总数 n. 伯爵（欧洲国家的贵族头衔）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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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ovid 3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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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49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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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deaths 3 ['deθs] 死亡人口

52 decrease 2 [di'kri:s, 'di:-, 'di:kri:s, di'k-] n.减少，减小；减少量 vi.减少，减小 vt.减少，减小

53 decreases 1 [dɪ'kriː s] v. 减少；减小；降低 n. 减少；降低

54 demographics 1 [,demə'græfiks] n.人口统计资料

55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56 disease 2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57 dismal 1 adj.凄凉的，忧郁的；阴沉的，沉闷的 n.低落的情绪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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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drop 3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60 dropped 8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
61 dropping 1 ['drɔpiŋ] n.落下；空投；滴下物 v.落下；退出（drop的ing形式）；滴入；随口漏出

62 drops 1 [drɒps] n. 珠；滴剂（名词drop的复数形式） v. 滴，滴下，滴落（动词dr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63 drug 3 [drʌg] n.药；毒品；麻醉药；滞销货 vt.使服麻醉药；使服毒品；掺麻醉药于 vi.吸毒 n.(Drug)人名；(罗)德鲁格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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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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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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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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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stimate 1 ['estimeit] vi.估计，估价 n.估计，估价；判断，看法 vt.估计，估量；判断，评价

70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71 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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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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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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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75 expectancy 11 [ik'spektənsi,-təns] n.期望，期待

76 fall 1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77 for 1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78 forming 1 ['fɔː mɪŋ] n. 形成(成形法；模锻) v. 形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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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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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83 fundamental 2 [,fʌndə'mentəl] adj.基本的，根本的 n.基本原理；基本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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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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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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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given 2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87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88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89 gotten 1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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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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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3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94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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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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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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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health 3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98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99 heart 1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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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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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hispanic 1 [hi'spænik] adj.西班牙的

103 hispanics 1 n. 拉美裔人

104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05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06 hummer 1 ['hʌmə] n.蜂鸟；蜂鸣器，发嗡嗡声的东西 n.(Hummer)人名；(匈、德、瑞典)胡默；(英)赫默

107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08 in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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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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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0 indicator 2 n.指标，标志，迹象；指示器；[试剂]指示剂；[计]指示符；压力计

111 injuries 1 ['ɪndʒəri] n. 伤害；损害

112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3 i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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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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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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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life 1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17 live 2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118 liver 1 ['livə] n.肝脏；生活者，居民

119 longstanding 1 英 [ˌlɒŋ'stændɪŋ] 美 ['lɒŋ'stændɪŋ] adj. (已持续)长时间的；为时甚久的

120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121 mainly 1 ['meinli] adv.主要地，大体上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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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m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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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months 9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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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much 2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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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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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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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130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31 numb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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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Numbers 4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133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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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36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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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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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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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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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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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overdose 1 ['əuvədəus, ,əuvə'dəus] vt.配药过量；使过分沉溺 n.药量过多（等于overdosage） vi.服药过量；过分沉溺

143 overdoses 2 英 ['əʊvədəʊs] 美 ['oʊvərdoʊs] n. 配药量过多；过量 v. （使）服过量的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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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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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Pennsylvania 2 [,pensil'veinjə] n.宾夕法尼亚州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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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49 population 4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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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Preston 2 ['prestən] n.普勒斯顿（男子名；英国港市名字）

152 prevention 1 [pri'venʃən, pri:-] n.预防；阻止；妨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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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racial 1 ['reiʃəl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155 rate 1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
156 rates 2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
157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158 record 1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159 recorded 1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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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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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repor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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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164 rest 1 [rest] vt.使休息，使轻松；把…寄托于 n.休息，静止；休息时间；剩余部分；支架 vi.休息；静止；依赖；安置 n.(Rest)人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
165 retur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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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167 Robert 1 ['rɔbət] n.罗伯特（男子名）

168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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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Samuel 1 ['sæmjuəl] n.撒母耳（希伯来先知）；塞缪尔（男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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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saw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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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secon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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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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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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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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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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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178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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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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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sometime 1 ['sʌmtaim] adv.改天；来日；在某一时候 adj.以前的；某一时间的

182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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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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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straight 2 adj.直的；连续的；笔直的；正直的；整齐的；异性恋的 adv.直接地；不断地；立即；坦率地 n.直；直线；直男，直
女，异性恋者 n.(Straight)人名；(英)斯特雷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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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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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suicide 3 ['sjuisaid] n.自杀；自杀行为；自杀者 adj.自杀的 vt.自杀 vi.自杀

189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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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t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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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the 3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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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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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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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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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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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to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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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0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01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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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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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up 1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
205 us 1 pron.我们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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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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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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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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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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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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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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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15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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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218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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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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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2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23 wors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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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year 6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25 years 1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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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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