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0-14 [Education Report] More Children's Books Dealing with
Violent Events Like Shooting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2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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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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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oks 13 ['bʊks] n. 帐目；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.

5 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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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1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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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of 1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9 i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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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children 8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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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with 8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3 book 7 n.书籍；卷；账簿；名册；工作簿 vt.预订；登记 n.(Book)人名；(中)卜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朝)北；(英)布克；(瑞典)博克

14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5 s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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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 their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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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thi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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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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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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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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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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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3 young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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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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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nt 4 [ænt] n.蚂蚁 n.(Ant)人名；(土、芬)安特

26 events 4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27 he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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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 issues 4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29 s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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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shooting 4 ['ʃu:tiŋ] n.射击；打猎；摄影；射门 v.射击（shoot的ing形式）

31 stor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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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such 4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33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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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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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dea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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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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迪尔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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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gay 3 [gei] adj.快乐的；放荡的；艳丽的 n.同性恋者 n.(Gay)人名；(西)加伊；(英、法、瑞典、毛里塔)盖伊

39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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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mass 3 n.块，团；群众，民众；大量，众多；质量 adj.群众的，民众的；大规模的，集中的 vi.聚集起来，聚集 vt.使集合

41 neely 3 n. 尼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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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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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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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46 serious 3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47 shootings 3 n.射击( shooting的名词复数 ); 打猎; 射击竞赛; （通常指犯罪行为的）开枪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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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someone 3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50 sova 3 Savant of Virginia 弗吉尼亚的专家

51 traumatic 3 adj.（心理）创伤的 adj.（生理）外伤的

52 violence 3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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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w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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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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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57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58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59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60 afraid 2 [ə'freid] adj.害怕的；恐怕；担心的

61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62 anxiety 2 [æŋ'zaiəti] n.焦虑；渴望；挂念；令人焦虑的事

63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64 Ashley 2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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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icago 2 [ʃi'kɑ:gəu] n.芝加哥（美国中西部城市）

67 child 2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68 Colvin 2 科尔文(姓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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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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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daughters 2 n. 多特斯

72 d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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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dealing 2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74 demand 2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
75 depression 2 n.沮丧；忧愁；抑郁症；洼地；不景气；低气压区

76 describes 2 [dɪ'skraɪb] vt. 描述；说成；形容；画(尤指几何图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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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director 2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79 disaster 2 [,di'zɑ:stə] n.灾难，灾祸；不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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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 editorial 2 [,edi'tɔ:riəl] adj.编辑的；社论的 n.社论

81 elementary 2 [,eli'mentəri] adj.基本的；初级的；[化学]元素的

82 enderle 2 恩德勒

83 event 2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84 feel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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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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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graphic 2 ['græfik] adj.形象的；图表的；绘画似的

87 grief 2 [gri:f] n.悲痛；忧伤；不幸

88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89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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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91 hill 2 [hil] n.小山；丘陵；斜坡；山冈 n.(Hill)人名；(法、西)伊尔；(德、英、匈、捷、罗、芬、瑞典)希尔

92 ki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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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killed 2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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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mental 2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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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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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novel 2 ['nɔvəl] adj.新奇的；异常的 n.小说 n.(Novel)人名；(法、西、英)诺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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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own 2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101 parents 2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102 picture 2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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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published 2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105 publishing 2 ['pʌbliʃiŋ] n.出版；出版业 adj.出版的；出版业的 v.出版；发行（publish的现在分词形式）；发表

106 read 2 [ri:d] vt.阅读；读懂，理解 vi.读；读起来 n.阅读；读物 adj.有学问的 n.(Read)人名；(英)里德

107 readers 2 ['riː dəz] n. 读者

108 sales 2 [seilz] adj.销售的，售货的；有关销售的 n.销售（sale的复数）；销售额 n.(Sales)人名；(意、西、葡)萨莱斯；(法)萨勒；
(英)塞尔斯

109 sold 2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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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Thompson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112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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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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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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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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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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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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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20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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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andrea 1 ['ændriə; ɔ:n'dreiə] n.安德里亚（男子名）

123 anxious 1 ['ænkʃəs] adj.焦虑的；担忧的；渴望的；急切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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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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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aryeh 1 阿里耶

126 asks 1 英 [ɑːsk] 美 [æsk] v. 询问；请求；邀请；要求；开价；期待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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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8 association 1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129 attended 1 [ə'tendɪd]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30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131 ba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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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Barnes 1 [ba:nz] n.巴尔内斯（姓氏）

133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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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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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137 bigger 1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
138 bookseller 1 ['buk,selə] n.书商；售书员

139 bookstores 1 n.书店( bookstore的名词复数 )

140 bringing 1 [briŋ] vt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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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brown 1 [braun] adj.棕色的，褐色的；太阳晒黑的 vi.变成褐色 n.褐色，棕色 vt.使变成褐色 n.(Brown)人名；(英、意、芬、捷、
德、法、西、葡)布朗

142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143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
144 challenges 1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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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6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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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comfort 1 ['kʌmfət] n.安慰；舒适；安慰者 vt.安慰；使（痛苦等）缓和

149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150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151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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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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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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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5 copies 1 ['kɒpɪz] n. [计算机] 复制份数 名词copy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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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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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deals 1 [diː l] n. 协定；交易；大量 v. 应付；分配；处理；交易；经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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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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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deeply 1 ['di:pli] adv.深刻地；浓浓地；在深处

162 depending 1 [dɪ'pendɪŋ] n. 依赖；信任；决定于 动词depend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63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
164 directly 1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165 dispute 1 [dis'pju:t, 'dis-] vt.辩论；怀疑；阻止；抗拒 vi.争论 n.辩论；争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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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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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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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double 1 ['dʌbl] n.两倍；双精度型 adj.双重的；两倍的 vi.加倍，加倍努力；快步走 vt.使加倍 adv.双重地；两倍地；弓身地 n.
(Double)人名；(法)杜布勒；(英)道布尔

169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170 educators 1 ['edʒʊkeɪtəz] 教育者

171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72 emotions 1 英 [ɪ'məʊʃənz] 美 [ɪ'moʊʃənz] n. 情感 名词emotion的复数形式.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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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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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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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xamines 1 [ɪɡ'zæmɪn] vt. 检查；调查；考试；仔细观察 vi. 检查；调查

177 experienced 1 [ik'spiəriənst] adj.老练的，熟练的；富有经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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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face 1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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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fea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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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founded 1 [faʊnd] v. 建立；创立；创办；熔铸；找到，发现（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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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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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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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gun 1 n.枪支；枪状物；持枪歹徒 vi.用枪射击；加大油门快速前进 vt.向…开枪；开大油门 n.(Gun)人名；(瑞典)贡；(英)冈；
(俄、意)古恩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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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9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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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heal 1 [hi:l] vt.治愈，痊愈；和解 vi.痊愈 n.(Heal)人名；(英)希尔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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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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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4 homework 1 ['həumwə:k] n.家庭作业，课外作业

195 hook 1 [huk] n.挂钩，吊钩 vt.钩住；引上钩 vi.钩住；弯成钩状 n.(Hook)人名；(德、荷)霍克；(英)胡克

196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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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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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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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insect 1 ['insekt] n.昆虫；卑鄙的人

201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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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Josephine 1 ['dʒəuzifi:n] n.约瑟芬（女子名）

204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205 kid 1 [kid] n.小孩；小山羊 vt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vi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adj.小山羊皮制的；较年幼的 n.(Kid)人名；(英)基德

206 Kristine 1 n. 克里斯廷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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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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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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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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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 litt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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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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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214 magination 1 [meɪdʒaɪ'neɪʃn] 想象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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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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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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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219 michele 1 n.米歇尔（女名）

220 million 1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
221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222 nationwide 1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
223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224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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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newer 1 [n'juːər] adj. 较新的 形容词new的比较级.

227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28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229 noble 1 ['nəubl] adj.高尚的；贵族的；惰性的；宏伟的 n.贵族 vt.抓住；逮捕 n.(Noble)人名；(英、法、意)诺布尔；(西)诺夫莱；
(阿拉伯)努布莱

230 nonprofit 1 adj.非盈利的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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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npd 1 n. 核动力示范反应堆

233 numb 1 [nʌm] vt.使麻木；使发愣；使失去感觉 adj.麻木的；发愣的

234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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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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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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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Oregon 1 ['ɔrigən; -gɔn] n.俄勒冈州（美国州名）

239 organizes 1 英 ['ɔː ɡənaɪz] 美 ['ɔː rɡənaɪz] v. 组织；安排；筹办

240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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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parade 1 [pə'reid] n.游行；阅兵；炫耀；行进；阅兵场 vt.游行；炫耀；列队行进 vi.游行；炫耀；列队行进 n.(Parade)人名；
(法、德)帕拉德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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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245 prepared 1 adj.准备好的 v.准备（prepare的过去分词）

246 printed 1 adj.印刷的；印花样的；已印好的 v.[印刷]印刷；出版（print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；铭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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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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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professionals 1 [prə'feʃənl] adj. 职业的; 专业的 n. 专家; 内行

250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51 proving 1 ['pru:viŋ] v.证明；校对；发酵（prove的ing形式） n.证明；检查；校对 adj.检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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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psychology 1 [psai'kɔlədʒi] n.心理学；心理状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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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4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255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256 remember 1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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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eprinted 1 [ˌriː 'prɪnt] v. 再版；重印 n. 再版；重印本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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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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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risen 1 ['rizən] adj.升起的 v.升高；站起来；反抗（rise的过去分词）

262 sad 1 [sæd] adj.难过的；悲哀的，令人悲痛的；凄惨的，阴郁的（形容颜色）

263 sadness 1 ['sædnis] n.悲哀

264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265 sandy 1 ['sændi] adj.沙地的；多沙的；含沙的 n.(Sandy)人名；(法、喀、罗、西、英)桑迪(教名Alasdair、Alastair、Alexander、
Alister、Elshender的昵称)

266 scan 1 [skæn] vt.扫描；浏览；细看；详细调查；标出格律 vi.扫描；扫掠 n.扫描；浏览；审视；细看

267 scared 1 [skεəd] adj.害怕的 v.使害怕（scare的过去分词）

268 schools 1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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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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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
272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273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274 sharply 1 ['ʃa:pli]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

275 shocked 1 adj. 震惊的 动词sho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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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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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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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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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society 1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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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sound 1 [saund] vt.听（诊）；测量，测…深；使发声；试探；宣告 n.声音，语音；噪音；海峡；吵闹；听力范围；[医]探条 adj.
健全的，健康的；合理的；可靠的；有效彻底的 adv.彻底地，充分地 vi.听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回响；测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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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speed 1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
繁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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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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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stories 1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89 straigh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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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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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sup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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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supporters 1 [sə'pɔː 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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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survived 1 英 [sə'vaɪv] 美 [sər'vaɪv] vt. 幸免于难；存活；艰难度过；比 ... 活得长 vi. 活着；继续存在

296 surviving 1 [sə'vaiviŋ] adj.继续存在的；未死的；依然健在的 v.生存（survive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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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7 teacher 1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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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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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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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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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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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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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topic 1 ['tɔpik] n.主题（等于theme）；题目；一般规则；总论

308 tragic 1 ['trædʒik] adj.悲剧的；悲痛的，不幸的

309 trauma 1 ['trɔ:mə; 'trau-] n.[外科]创伤（由心理创伤造成精神上的异常）；外伤 n.(Trauma)人名；(西)特劳马

310 troubling 1 adj.令人不安的;令人烦恼的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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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313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
314 Umpqua 1 [地名] [美国] 安普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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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unnecessarily 1 [ʌn'nesisərili] adv.不必要地；多余地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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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upset 1 vt.使心烦；颠覆；扰乱 vi.翻倒 adj.心烦的；混乱的；弄翻的 n.混乱；翻倒；颠覆

319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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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violent 1 ['vaiələnt] adj.暴力的；猛烈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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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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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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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5 work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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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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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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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330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31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http://www.voase.cn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