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1-30 [Education Report] Schools Struggle to Meet Students'
Mental Health Need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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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school 17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5 with 1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6 i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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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alth 10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8 mental 10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9 students 10 [st'juːdnts] 学生

10 workers 10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11 hav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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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O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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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nd 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4 districts 7 ['dɪstrɪkt] n. 地区；行政区 vt. 把 ... 划分成区

15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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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social 7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17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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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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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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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ha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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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3 psychologists 6 n. 心理学家 名词psychologist的复数形式.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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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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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money 5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27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8 number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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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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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percen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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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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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3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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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data 4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35 district 4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36 fa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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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hel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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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mee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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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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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nearly 4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40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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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42 positions 4 [pə'ziʃənz] n.[水运]位置（position的复数）；定位

43 psychologist 4 [psai'kɔlədʒist] n.心理学家，心理学者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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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schools 4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46 som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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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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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before 3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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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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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did 3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53 find 3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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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largest 3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56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57 Rincon 3 n. 林孔(位于波多黎各；西经 67º15' 北纬 30º22')

58 services 3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59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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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0 started 3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1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62 through 3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63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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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65 aid 2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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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68 analysis 2 [ə'næləsis] n.分析；分解；验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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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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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72 cannot 2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73 counseling 2 ['kaunsəliŋ] n.咨询服务 v.建议；劝告；商讨（counsel的ing形式）

74 counselor 2 ['kaunsələ] n.顾问；法律顾问；参事（等于counsellor）

75 counselors 2 ['kaʊnsləz] 辅导员

76 cracks 2 [kræk] v. 破裂；砸开；发出爆裂声；撞击；破解；变嘶哑；崩溃；制裁；<非正式>开玩笑 n. 裂缝；裂痕；爆裂声；猛
击；尝试；俏皮话 adj. 训练有素的

77 crisis 2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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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dea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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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Federal 2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81 fewer 2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82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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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84 high 2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85 hire 2 [haiə] n.雇用，租用；租金，工钱 vt.雇用；出租 vi.雇用，租用；受雇

86 hiring 2 ['haiəriŋ] n.雇用；租用 v.雇用（hire的ing形式）

87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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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large 2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89 l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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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meant 2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91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92 needs 2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93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94 op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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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96 professionals 2 [prə'feʃənl] adj. 职业的; 专业的 n. 专家; 内行

97 provide 2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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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received 2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100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101 slip 2 [slip] vi.滑动；滑倒；犯错；失足；减退 vt.使滑动；滑过；摆脱；塞入；闪开 n.滑，滑倒；片，纸片；错误；下跌；事故
adj.滑动的；有活结的；活络的 abbr.串行线路接口协议，是旧式的协议（SerialLineInterfaceProtocol） n.(Slip)人名；(芬)斯利
普

102 spend 2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103 spending 2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104 st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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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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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struggle 2 ['strʌgl] vi.奋斗，努力；挣扎 n.努力，奋斗；竞争 vt.使劲移动；尽力使得

107 struggled 2 ['strʌgəld] adj.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08 systems 2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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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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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112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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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training 2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114 urgent 2 ['ə:dʒənt] adj.紧急的；急迫的

11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16 worker 2 ['wə:kə] n.工人；劳动者；职蚁 n.(Worker)人名；(英)沃克

117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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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actual 1 ['æktʃuəl] adj.真实的，实际的；现行的，目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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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
122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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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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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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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 assessment 1 [ə'sesmənt] n.评定；估价

126 assessments 1 立项评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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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utumn 1 ['ɔ:təm] n.秋天；成熟期；渐衰期，凋落期 adj.秋天的，秋季的 n.(Autumn)人名；(英)奥特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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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behavior 1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
131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
132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133 budgeted 1 ['bʌdʒɪt] n. 预算 vt. 编预算；为 ... 做预算 vi. 节省开支 adj. 廉价的；不贵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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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centered 1 ['sentəd] adj.居中的；有圆心的 v.集中；居中（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136 check 1 vt.检查，核对；制止，抑制；在…上打勾 vi.核实，查核；中止；打勾；[象棋]将一军 n.<美>支票；制止，抑制；检
验，核对 n.（英）切克（人名）

137 Chester 1 ['tʃestə] n.切斯特（美国港口城市）；切斯特（英国一城市）

138 Christina 1 [kri'sti:nə] n.克里斯蒂娜（女子名）

139 combined 1 [kəm'baind] adj.结合的；[数]组合的 v.使结合；联合（combine的过去分词）

140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141 conflict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142 connolly 1 n.康诺利；康纳利（爱尔兰姓氏） n.(Connolly)人名；(英)康诺利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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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county 1 ['kaunti] n.郡，县

145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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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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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149 ease 1 [i:z] vt.减轻，缓和；使安心 n.轻松，舒适；安逸，悠闲 vi.减轻，缓和；放松；灵活地移动

150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151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152 ends 1 ['endz] n. 结束；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.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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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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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entering 1 ['entəriŋ] v.进入（enter的ing形式）；录入；键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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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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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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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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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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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field 1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163 fill 1 [fil] vt.装满，使充满；满足；堵塞；任职 vi.被充满，膨胀 n.满足；填满的量；装填物 n.(Fill)人名；(德、俄、匈)菲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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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Georgetown 1 ['dʒɔ:dʒtaun] n.乔治城（圭亚那首都）

166 g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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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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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grown 1 [grəun] adj.长大的；成年的；长满某物的 v.生长；变成；栽培（grow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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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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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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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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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hired 1 [haird] v.雇用（hire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形式）；租用

174 Houston 1 ['hju:stən] n.休斯顿（美国得克萨斯州港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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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howev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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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idiom 1 ['idiəm] n.成语，习语；土话

178 ignored 1 [ɪɡ'nɔː d] adj. 忽视的 动词ign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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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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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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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increases 1 [ɪn'kriː s] v. 增加；提高 n. 增加；增强；提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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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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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Jordan 1 ['dʒɔ:dən] n.约旦（阿拉伯北部的国家）；乔丹（男子名）

186 judgment 1 ['dʒʌdʒmənt] n.判断；裁判；判决书；辨别力

187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188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9 kindergartner 1 ['kində,gɑ:tənə] n.幼儿园教师；幼儿园里的小孩

190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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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
193 legally 1 ['li:gəli] adv.合法地；法律上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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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196 limits 1 ['lɪmɪts] n.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.

197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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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measure 1 ['meʒə] n.测量；措施；程度；尺寸 vt.测量；估量；权衡 vi.测量；估量

200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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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
203 Montgomery 1 [mənt'gʌməri] n.蒙哥马利（姓氏）；蒙哥马利（英国郡名）

204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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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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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natalie 1 ['nætli] n.纳塔利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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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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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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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newly 1 ['nju:li] adv.最近；重新；以新的方式

212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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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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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only 1 ['əunli] adv.只，仅仅；不料 adj.唯一的，仅有的；最合适的 conj.但是；不过；可是

216 overlooked 1 英 [ˌəʊvə'lʊk] 美 [ˌoʊvər'lʊk] v. 俯瞰；远眺；没注意到；忽视 n. 忽视；远眺

217 paying 1 ['pei'ŋ] adj.支付的；赢利的；合算的 n.支付；填缝；放送绳链 v.支付；报答（pay的ing形式）

218 phyllis 1 ['filis] n.菲利斯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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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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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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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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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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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psychological 1 [,psaikə'lɔdʒikəl] adj.心理的；心理学的；精神上的

225 psychology 1 [psai'kɔlədʒi] n.心理学；心理状态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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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questioned 1 ['kwestʃən] n. 问题；疑问 v. 询问；怀疑

228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29 recommended 1 [rekə'mendɪd] adj. 被推荐的 动词recomm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30 records 1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231 recovery 1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
232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33 requests 1 [rɪ'kwest] n. 请求；要求 vt. 请求；要求

234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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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36 responsibilities 1 英 [rɪ̩ spɒnsə'bɪləti] 美 [rɪ̩ spɑːnsə'bɪləti] n. 责任；职责；责任心

237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238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239 round 1 [raund] n.圆；循环；一回合；圆形物 adj.圆的；完全的；大概的；肥胖的 adv.在周围；迂回地；朝反方向；挨个 vt.完
成；围捕；绕行；弄圆 vi.进展；变圆；环行；发胖 prep.附近；绕过；大约；在…周围 n.(Round)人名；(英)朗德

240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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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scientist 1 ['saiəntist] n.科学家

242 serve 1 [sə:v] vt.招待，供应；为…服务；对…有用；可作…用 vi.服役，服务；适合，足够；发球；招待，侍候 n.发球，轮到发
球 n.(Serve)人名；(法)塞尔夫

243 shortage 1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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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simply 1 ['simpli] adv.简单地；仅仅；简直；朴素地；坦白地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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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sought 1 [sɔ:t] v.寻找（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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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specializes 1 ['speʃəlaɪz] v. 专攻

250 staffing 1 n. 安置职工；人员配备 动词staff的现在分词.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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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stud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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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suicide 1 ['sjuisaid] n.自杀；自杀行为；自杀者 adj.自杀的 vt.自杀 vi.自杀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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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256 teach 1 [ti:tʃ] vt.教；教授；教导 vi.教授；讲授；当老师 n.(Teach)人名；(英)蒂奇

257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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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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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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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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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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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63 treatment 1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264 unfilled 1 [ʌn'fɪld] adj. 空的；未填充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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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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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urgently 1 ['ə:dʒəntli] adv.迫切地；紧急地；急切地

268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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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wait 1 [weit] vt.等候；推迟；延缓 vi.等待；耽搁；伺候用餐 n.等待；等候 n.(Wai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特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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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273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274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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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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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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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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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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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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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