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0-11 [Health and Lifestyle] Experts Say US Adults Should Get
Tested for Anxiety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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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complishing 1 英 [ə'kʌmplɪʃ] 美 [ə'kɑːmplɪʃ] vt. 完成；实现

3 accoun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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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ounts 1 [ə'kaʊnts] n. 帐目；叙述；账户；客户，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.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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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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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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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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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dult 1 ['ædʌlt, ə'dʌlt] adj.成年的；成熟的 n.成年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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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dvises 1 [əd'vaɪz] vt. 劝告；通知；忠告；建议 vi. 提建议

13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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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16 afraid 1 [ə'freid] adj.害怕的；恐怕；担心的

17 a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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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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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20 also 6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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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23 an 8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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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26 answering 1 ['a:nsəriŋ] n.[通信]应答；回应 v.回答；回击；起反应（answer的ing形式） adj.应答的；回应的

27 anxiety 19 [æŋ'zaiəti] n.焦虑；渴望；挂念；令人焦虑的事

28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29 anywhere 1 ['enihwεə] adv.在任何地方；无论何处 n.任何地方

30 apparent 1 [ə'pærənt] adj.显然的；表面上的

31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32 apprehension 1 [,æpri'henʃən] n.理解；恐惧；逮捕；忧惧

33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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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Arizona 1 [,æri'zəunə] n.美国亚利桑那州

36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37 as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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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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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0 attack 1 [ə'tæk] n.攻击；抨击；疾病发作 vt.攻击；抨击；动手干 vi.攻击；腐蚀 n.(Attack)人名；(瑞典)阿塔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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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attacks 1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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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4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45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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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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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birth 1 [bɑ:θ] n.出生；血统，出身；起源

49 blue 1 n.蓝色；[复数]（美国海、陆、空三军穿的）蓝色制服；蓝颜料；[theblue(s)][用作单数或复数]布鲁斯（歌曲）（一种伤
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.蓝色的；沮丧的，忧郁的；下流的 vt.把…染成蓝色；使成蓝色；给…用上蓝剂；用上蓝剂于 vi.变成
蓝色，呈蓝色 n.（英、西、意）布卢（人名）

50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51 box 3 [bɔks] n.箱，盒子；包厢；一拳 vi.拳击 vt.拳击；装…入盒中；打耳光 n.(Box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博克斯

52 breathing 1 ['bri:ðiŋ] n.呼吸；瞬间；微风 adj.呼吸的；逼真的 v.呼吸（breathe的现在分词）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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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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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an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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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apable 1 ['keipəbl] adj.能干的，能胜任的；有才华的

57 c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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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59 chan 1 [tʃæn] n.通道（槽，沟） n.(Chan)人名；(法)尚；(缅)钱；(柬、老、泰)占

60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61 childhood 1 ['tʃaildhud] n.童年时期；幼年时代

62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63 circle 1 ['sə:kl] n.循环，周期；圆；圈子；圆形物 vi.盘旋，旋转；环行 vt.画圆圈；环绕…移动

64 click 1 [klik] vt.点击；使发咔哒声 vi.作咔哒声 n.单击；滴答声

65 coach 1 n.教练；旅客车厢；长途公车；四轮大马车 vt.训练；指导 vi.作指导；接受辅导；坐马车旅行 n.蔻驰（皮革品牌）

66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67 commen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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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omments 2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69 common 2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70 commonly 1 ['kɔmənli] adv.一般地；通常地；普通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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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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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onversation 1 n.交谈，会话；社交；交往，交际；会谈；（人与计算机的）人机对话

74 covid 2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75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76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77 deep 1 [di:p] n.深处；深渊 adj.深的；低沉的；深奥的 adv.深入地；深深地；迟 n.(Deep)人名；(英)迪普

78 definite 1 ['definit] adj.一定的；确切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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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81 difficult 2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82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83 disorder 4 [dis'ɔ:də] n.混乱；骚乱 vt.使失调；扰乱

84 disorders 2 英 [dɪs'ɔː də(r)] 美 [dɪs'ɔː rdər] n. 混乱；杂乱；不适；失调；疾病 vt. 扰乱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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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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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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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doctor 1 vt.修理；篡改，伪造；为…治病；授以博士学位 n.医生；博士 vi.就医；行医

87 doctors 4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88 duarte 1 n. 杜阿尔特

89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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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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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emphasizing 1 ['emfəsaɪzɪŋ] n. 强调 动词emphasiz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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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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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episode 1 ['episəud] n.插曲；一段情节；插话；有趣的事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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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event 2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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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examination 1 [ig,zæmi'neiʃən] n.考试；检查；查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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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experts 2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03 expressions 1 [ik'spreʃənz] n.[数]表达式；表情；公式；表示式（expression是复数形式）

104 facebook 1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105 fear 2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106 fears 1 英 [fɪə(r)] 美 [fɪr] n. 担心；害怕；恐惧；【中药学】相畏 v. 害怕；担心；恐惧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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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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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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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for 1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11 force 8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112 four 2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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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15 functions 1 ['fʌnkʃənz] n. 函数；功能 名词function的复数形式.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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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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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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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goo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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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google 1 [gu:gl] 谷歌；谷歌搜索引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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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group 6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23 grouping 1 ['gru:piŋ] n.分组，分类 v.分组（group的现在分词）

124 guidance 2 ['gaidəns] n.指导，引导；领导

125 guidelines 2 ['ɡaɪdlaɪnz] n. 指导方针；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.

126 gynecologist 1 [,gaini'kɔlədʒist] n.妇科医生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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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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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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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health 1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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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healthcare 1 ['helθkeə] 保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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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heightened 1 ['haɪtn] v. 增加；升高；加强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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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help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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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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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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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Hoboken 1 n.霍博肯（美国城市）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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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house 1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141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42 however 2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143 identifiable 1 [ai'dentifaiəbl] adj.可辨认的；可认明的；可证明是同一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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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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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image 1 ['imidʒ] n.影像；想象；肖像；偶像 vt.想象；反映；象征；作…的像 n.(Image)人名；(法)伊马热

147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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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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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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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1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52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153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4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
155 independent 1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
156 indicates 1 ['ɪndɪkeɪt] v. 指示；象征；显示；暗示，预示 v. 表明；指明

157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58 influential 1 adj.有影响的；有势力的 n.有影响力的人物

159 instance 1 ['instəns] n.实例；情况；建议 vt.举...为例

160 intense 1 [in'tens] adj.强烈的；紧张的；非常的；热情的

161 is 2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62 issued 1 ['ɪʃu ]ː n. 议题；问题；期刊号；一次发行额；发行；<律>子女 v. 发表；公布；正式发给；发行；流出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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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65 jersey 1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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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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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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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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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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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Lewis 1 ['lju:is] n.路易斯（男子名）

172 lindsey 1 n.林德赛（人名）

173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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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login 1 英 ['lɒɡɪn] 美 ['lɔː ɡɪn] n. 登录；注册

175 lori 1 n. 洛丽(女子名)

176 made 1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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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179 Massachusetts 1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
180 matteo 2 n. 马泰奥

181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82 me 2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183 media 2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184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85 medicine 1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186 meditation 2 [,medi'teiʃən] n.冥想；沉思，深思

187 megan 1 [megə:ŋ] n.梅根（女子名）

188 melissa 1 [mə'lisə] n.梅利莎（女子名）；蜜蜂花

189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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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mental 6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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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mo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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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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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6 my 2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197 necessary 2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198 nervousness 2 ['nə:vəsnis] n.神经质；[心理]神经过敏；紧张不安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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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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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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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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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4 notes 1 英 [nəʊt] 美 [noʊt] n. 笔记；便条；纸币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音调 vt. 注意；记录；注解

205 noticeable 1 ['nəutisəbl] adj.显而易见的，显著的；值得注意的

206 noting 1 英 ['nəʊtɪŋ] 美 ['noʊtɪŋ] n. 注释法；计算法 动词no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07 objective 1 [əb'dʒektiv, ɔb-] adj.客观的；目标的；宾格的 n.目的；目标；[光]物镜；宾格

208 obstetricians 1 n.产科医师( obstetrician的名词复数 )

209 occur 1 [ə'kə:] vi.发生；出现；存在

210 of 2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11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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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Older 2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214 O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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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on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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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onset 1 ['ɔnset, 'ɔ:n-] n.开始，着手；发作；攻击，进攻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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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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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219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20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21 outcome 1 ['autkʌm] n.结果，结局；成果

222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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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panic 2 ['pænik] n.恐慌，惊慌；大恐慌 adj.恐慌的；没有理由的 vt.使恐慌 vi.十分惊慌 n.(Panic)人名；(罗)帕尼克

225 parent 1 ['pεərənt] n.父亲（或母亲）；父母亲；根源 n.(Parent)人名；(法)帕朗；(英、西)帕伦特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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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patient 1 adj.有耐心的，能容忍的 n.病人；患者 n.(Patient)人名；(法)帕蒂安

228 patients 3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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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physical 1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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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233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34 practice 1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235 practicing 1 ['præktisiŋ] adj.在工作的，开业的 v.练习（practice的ing形式）

236 pregnant 1 ['pregnənt] adj.怀孕的；富有意义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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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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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preventive 1 [pri'ventiv, pri:-] n.预防药；预防法 adj.预防的，防止的

240 primary 2 ['praiməri] adj.主要的；初级的；基本的 n.原色；最主要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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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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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professional 1 [prə'feʃənəl] adj.专业的；职业的；职业性的 n.专业人员；职业运动员

244 psychologist 1 [psai'kɔlədʒist] n.心理学家，心理学者

245 psychotherapy 1 [,psaikəu'θerəpi] n.心理疗法；精神疗法

246 purpose 1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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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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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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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quietly 1 ['kwaiətli] adv.安静地；秘密地；平稳地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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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reaction 1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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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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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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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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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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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researc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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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59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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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review 1 [ri'vju:] n.回顾；复习；评论；检讨；检阅 vt.回顾；检查；复审 vi.回顾；复习功课；写评论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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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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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3 said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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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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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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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Scottsdale 1 ['skɔts,deil] n.斯科茨代尔（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城市）；斯科茨代尔牌汽车（公司名）

268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269 se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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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271 self 1 [self] n.自己，自我；本质；私心 adj.同一的 vt.使自花授精；使近亲繁殖 vi.自花授精 n.(Self)人名；(英)塞尔夫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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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3 serving 1 ['sə:viŋ] n.服务；上菜；一份食物 v.服务（serve的ing形式） adj.用于上菜的 n.(Serving)人名；(瑞典)塞尔温

274 sh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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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75 shortages 1 ['ʃɔː tɪdʒɪz] 缺陷

276 should 4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277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278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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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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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sleeping 1 ['sli:piŋ] adj.睡着的 n.睡眠

282 social 2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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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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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286 State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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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stating 1 [steɪt] n. 情形；状态；国家；州；政府 adj. 国家的；州的；国事礼仪的 v. 陈述；声明；说明；规定

288 steady 1 ['stedi] adj.稳定的；不变的；沉着的 vi.稳固 vt.使稳定；稳固；使坚定 adv.稳定地；稳固地 n.关系固定的情侣；固定支
架

289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290 still 1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291 stimulus 1 ['stimjuləs] n.刺激；激励；刺激物

292 story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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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stress 1 [stres] n.压力；强调；紧张；重要性；重读 vt.强调；使紧张；加压力于；用重音读 n.(Stress)人名；(意)斯特雷斯

294 stressful 1 ['stresful] adj.紧张的；有压力的

295 struggling 1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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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sudden 1 ['sʌdən] adj.突然的，意外的；快速的 n.突然发生的事

298 suggest 1 vt.提议，建议；启发；使人想起；显示；暗示

299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00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301 symptom 1 ['simptəm] n.[临床]症状；征兆

302 symptoms 2 ['sɪmptəmz] n. 症候 名词symptom的复数形式.

303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04 talk 2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305 tanner 1 ['tænə] n.制革工人；六便士 n.(Tann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坦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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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6 task 8 [tɑ:sk, tæsk] vt.分派任务 n.工作，作业；任务

307 telling 1 ['teliŋ] adj.有效的；生动的；显著的 n.命令；叙述；吐露真情 v.告诉；讲述（tell的ing形式）；命令 n.(Telling)人名；(英)
特林

308 temporarily 1 ['tempərərili, ,tempə'rεə-] adv.临时地，临时

309 temporary 1 ['tempərəri] adj.暂时的，临时的 n.临时工，临时雇员

310 test 2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311 tested 2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
312 testing 5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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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thankful 1 ['θæŋkful] adj.感谢的；欣慰的

315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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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the 4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17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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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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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therapist 1 ['θerəpist] n.临床医学家；治疗学家

320 therapy 2 ['θerəpi] n.治疗，疗法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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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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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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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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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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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thorough 1 ['θʌrə, 'θə:rəu] adj.彻底的；十分的；周密的

328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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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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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timely 1 ['taimli] adj.及时的；适时的 adv.及时地；早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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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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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triggering 1 ['trigəriŋ] n.[电子]触发；起动 v.引起（trigger的ing形式）；扣…的扳机

335 twitter 1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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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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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under 2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339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340 unease 1 [ʌn'i:z] n.不安；不舒服

341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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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unsafe 1 [ʌn'seɪf] adj. 不安全的；危险的；靠不住的

344 us 1 pron.我们
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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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47 usual 3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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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visible 2 ['vizəbl] adj.明显的；看得见的；现有的；可得到的 n.可见物；进出口贸易中的有形项目

350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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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1 VOA 1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352 vocabulary 1 n.词汇；词表；词汇量

353 volunteers 1 英 [ˌvɒlən'tɪə(r)] 美 [ˌvɑ lːən'tɪr] n. 志愿者；(自行生长的)植物 v. (自愿)做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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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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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wellness 1 ['welnis] n.健康

358 Whalen 1 n. 惠伦

359 whaler 2 ['hweilə] n.捕鲸船；捕鲸者

360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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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whelan 1 n. 惠兰

362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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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65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66 women 3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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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8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69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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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worries 1 ['wʌrɪs] n. 烦恼；令人担忧的事物 名词worry的复数形式.
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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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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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375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76 you 8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77 your 6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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