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2-21 [Education Report] How Many Children Need Special
Education after Pandemic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3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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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is 2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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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and 1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7 for 1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 school 15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9 education 14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10 sh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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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 said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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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pecial 1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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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r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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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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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t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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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was 10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7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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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pandemic 9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9 problems 8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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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hav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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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3 some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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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students 7 [st'juːdnts] 学生

25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6 be 6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7 children 6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28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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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help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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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many 6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31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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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Whitney 6 ['hwitni] n.惠特尼（女子名）；惠特尼山（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东部）

33 who 6 pron.谁；什么人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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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covid 5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36 daughter 5 ['dɔ:tə] n.女儿；[遗][农学]子代 adj.女儿的；子代的

37 difficult 5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38 from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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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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he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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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0 mental 5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41 parents 5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42 schools 5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43 because 4 [bi'kɔz] conj.因为

44 condition 4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45 disabilities 4 [ˌdɪsə'bɪləti] n. 无力；无能；残疾；不利条件

46 eligible 4 ['elidʒəbl] adj.合格的，合适的；符合条件的；有资格当选的 n.合格者；适任者；有资格者

47 evaluations 4 [ɪvælj'ʊeɪʃnz] 评价

48 health 4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49 how 4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50 migh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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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officials 4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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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someth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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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w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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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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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adhd 3 [ˌeɪdiː eɪtʃ'diː ] abbr. [医]注意力不足过动症；多动症(=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)

57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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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59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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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autism 3 ['ɔ:tizəm] n.[心理][内科]孤独症；自我中心主义

62 based 3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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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dan 3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65 designed 3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66 disability 3 [,disə'biləti] n.残疾；无能；无资格；不利条件

67 disorder 3 [dis'ɔ:də] n.混乱；骚乱 vt.使失调；扰乱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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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enrollment 3 [in'rəulmənt] n.登记；入伍

70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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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1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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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73 instruction 3 [in'strʌkʃən] n.指令，命令；指示；教导；用法说明

74 kid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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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know 3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76 learning 3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77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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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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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need 3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80 need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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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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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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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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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started 3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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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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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ab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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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88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89 asking 2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90 background 2 ['bækgraund] n.背景；隐蔽的位置 vt.作…的背景 adj.背景的；发布背景材料的

91 behavioral 2 [bi'heivjərəl] adj.行为的

92 case 2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93 caused 2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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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5 class 2 n.阶级；班级；种类；班；等级 vt.分类；把…分等级；把…归入某等级，把…看作（或分类、归类）；把…编入某一班
级 adj.极好的；很好的，优秀的，出色的 vi.属于…类（或等级），被列为某类（或某级） n.（英、德）克拉斯（人名）

96 decide 2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97 diego 2 n.迭戈（男子名）

98 directors 2 [dɪ'rektəz] 董事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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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dyslexia 2 [dis'leksiə] n.难语症；[医]诵读困难；阅读障碍

101 early 2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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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fin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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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formally 2 ['fɔ:məli] adv.正式地；形式上

105 g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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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6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07 gr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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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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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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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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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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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3 lo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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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money 2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15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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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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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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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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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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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process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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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psychologist 2 [psai'kɔlədʒist] n.心理学家，心理学者

123 receive 2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124 San 2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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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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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struggling 2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
128 student 2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129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130 term 2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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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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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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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too 2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135 trying 2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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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worry 2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138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39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140 activist 1 ['æktivist] n.积极分子；激进主义分子

141 activists 1 ['æktɪvɪsts] 积极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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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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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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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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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administrators 1 [əd'mɪnɪstreɪtəz] n. 管理员 名词administrator的复数形式.

147 a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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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ages 1 [eɪdʒ] n. 年龄；时代；时期；长时间 v. （使）变老；（使）陈化

149 ai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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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51 amounts 1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
152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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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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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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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6 Atlanta 1 [ət'læntə] n.亚特兰大（美国城市）

157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158 awake 1 [ə'weik] vi.觉醒，意识到；醒来；被唤起 vt.唤醒；使觉醒；激起，唤起 adj.醒着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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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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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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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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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brandi 1 n. 布兰迪

166 break 1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
晓；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167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168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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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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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）食品罐头

170 catch 1 [kætʃ] vt.赶上；抓住；感染；了解 vi.赶上；抓住 n.捕捉；捕获物；窗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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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center 1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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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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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chosen 1 ['tʃəuzən] vt.选择（choos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挑选出来的，精选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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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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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communicating 1 [kə'mjuːnɪkeɪt] v. 传达；沟通；交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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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
181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182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183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184 council 1 ['kaunsəl] n.委员会；会议；理事会；地方议会；顾问班子 n.(Council)人名；(英)康斯尔

185 counseling 1 ['kaunsəliŋ] n.咨询服务 v.建议；劝告；商讨（counsel的ing形式）

186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187 d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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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189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190 decisions 1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
191 deficit 1 ['defisit] n.赤字；不足额

192 delayed 1 [di'leid] adj.延时的；定时的 v.延迟（delay的过去式）

193 delays 1 [dɪ'leɪ] v. 耽搁；推迟；延误 n. 耽搁；延期；推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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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developmental 1 [di,veləp'mentəl] adj.发展的；启发的

196 diagnose 1 ['daiəgnəuz, ,daiəg'nəuz] vt.诊断；断定 vi.诊断；判断

197 diagnosed 1 英 ['daɪəɡnəʊz] 美 [ˌdaɪəɡ'noʊs] v. 判断；诊断(疾病)

198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199 differences 1 ['dɪfərəns] n.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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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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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dismiss 1 vt.解散；解雇；开除；让...离开；不予理会、不予考虑 vi.解散

203 disorders 1 英 [dɪs'ɔː də(r)] 美 [dɪs'ɔː rdər] n. 混乱；杂乱；不适；失调；疾病 vt. 扰乱

204 district 1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205 dro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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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Eisenberg 1 n. 艾森伯格

207 emotional 1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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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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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evaluation 1 [i,vælju'eiʃən] n.评价；[审计]评估；估价；求值

211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212 faith 1 [feiθ] n.信仰；信念；信任；忠实 n.(Faith)人名；(匈)福伊特；(英)费思，费丝(女名)；(瑞典)法伊特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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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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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feels 1 [fiː l] v. 感觉；觉得；触摸；摸起来；认为；摸索 n. 感觉；触觉

215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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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218 function 1 ['fʌŋkʃən] n.功能；[数]函数；职责；盛大的集会 vi.运行；活动；行使职责

219 functioning 1 ['fʌŋkʃəniŋ] n.运行，运作；[计]功能；机能；起酌（function的动名词） v.运行，起作用（function的现在分词形
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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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222 girl 1 n.女孩；姑娘，未婚女子；女职员，女演员；（男人的）女朋友 n.（捷）吉尔

223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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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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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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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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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greatest 1 ['greɪtɪst] adj. 最大的 形容词great的最高级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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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halt 1 [hɔ:lt] vi.停止；立定；踌躇，犹豫 n.停止；立定；休息 vt.使停止；使立定 n.(Halt)人名；(德、芬)哈尔特

231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232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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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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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heidi 1 ['haidi] n.海蒂（Adalheid的昵称）

236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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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ho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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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hospital 1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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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hyperactivity 1 [,haipər'æktiviti] n.极度活跃；活动过度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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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ieps 1 Incentives and Earned Privileges Scheme (英国)奖励和获得型优惠待遇计划

243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244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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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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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individualized 1 [ˌɪndɪ'vɪdʒuəlaɪz] vt. 使具有个性；个别对待；具体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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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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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
251 judge 1 [dʒʌdʒ] vt.判断；审判 n.法官；裁判员 vi.审判；判决 n.(Judge)人名；(英)贾奇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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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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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kevin 1 ['kevin] n.凯文（男子名）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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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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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la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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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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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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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60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261 manager 1 ['mænidʒə] n.经理；管理人员

262 marcie 1 n. 玛西

263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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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Michigan 1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
266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267 Missouri 1 [mi'zuəri] n.密苏里（美国州名）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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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270 muc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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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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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m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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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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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nervous 1 ['nə:vəs] adj.神经的；紧张不安的；强健有力的

275 network 1 ['netwə:k] n.网络；广播网；网状物

276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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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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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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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observers 1 [əb'zɜːvəz] 观测器

281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282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283 operate 1 vi.运转；动手术；起作用 vt.操作；经营；引起；对…开刀

284 opposite 1 ['ɔpəzit, -sit] adj.相反的；对面的；对立的 n.对立面；反义词 prep.在…的对面 adv.在对面

285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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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perform 1 [pə'fɔ:m] vt.执行；完成；演奏 vi.执行，机器运转；表演

288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289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290 possibilities 1 英 [ˌpɒsə'bɪləti] 美 [ˌpɑːsə'bɪləti] n. 可能；可能性；可能的事情；潜在的价值

291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292 post 1 [pəust] n.岗位；邮件；标杆 vt.张贴；公布；邮递；布置 vi.快速行进 n.(Po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捷、瑞典、荷)波斯特

293 pre 1 abbr.炼油工程师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）

294 preschool 1 ['pri:'sku:l] adj.未满学龄的；就学前的，入学前的 n.幼儿园，育幼院

295 present 1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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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298 previous 1 ['pri:vjəs] adj.以前的；早先的；过早的 adv.在先；在…以前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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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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301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302 psychologists 1 n. 心理学家 名词psychologist的复数形式.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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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pushed 1 [puʃt] adj.处于窘境的；为难的；推挤现象的 v.推；挤；逼迫（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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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puts 1 [pʊts] n.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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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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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310 rea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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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realize 1 vt.实现；认识到；了解；将某物卖得，把(证券等)变成现钱；变卖

312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313 receiv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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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4 recognize 1 ['rekəgnaiz] vt.认出，识别；承认 vi.确认，承认；具结

315 recover 1 [ri'kʌvə] vt.恢复；弥补；重新获得 vi.恢复；胜诉；重新得球 n.还原至预备姿势 n.(Recover)人名；(西)雷科韦尔

316 relationships 1 [rɪ'leɪʃnʃɪps] 关系[式]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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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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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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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321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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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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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325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326 rose 1 n.玫瑰；粉红色；蔷薇（花）；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.玫瑰花的；玫瑰色的；粉红色的；带有玫瑰香味的 vt.使成玫瑰色，
使（面颊）发红；使有玫瑰香味 vi.起义(rise的过去式)；升起；（数量）增加；休会

327 Rubenstein 1 n. 鲁本斯坦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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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9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30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331 seeking 1 [siː 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
332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333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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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shortage 1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
336 shortages 1 ['ʃɔː tɪdʒɪz] 缺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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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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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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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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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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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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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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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5 specially 1 ['speʃəli] adv.特别地；专门地

346 spell 1 [spel] vt.拼，拼写；意味着；招致；拼成；迷住；轮值 n.符咒；一段时间；魅力 vi.拼字；轮替 n.(Spell)人名；(英)斯佩尔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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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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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statistics 1 [stə'tistiks] n.统计；统计学；[统计]统计资料

350 Stewart 1 ['stju:ət; 'stju-] n.[宝]斯图尔特（男子名）

351 struggled 1 ['strʌgəld] adj.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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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suffering 1 ['sʌfəriŋ] n.受难；苦楚 adj.受苦的；患病的 v.受苦；蒙受（suffer的ing形式）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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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356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357 tanner 1 ['tænə] n.制革工人；六便士 n.(Tann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坦纳

358 teaching 1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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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tense 1 [tens] adj.紧张的；拉紧的 vt.变得紧张；使拉紧 vi.拉紧，变得紧张 n.时态
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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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363 tied 1 [taid] v.系（ti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系住的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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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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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tried 1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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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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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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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versus 1 ['və:səs] prep.对；与...相对；对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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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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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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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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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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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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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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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whom 1 [hu:m, 弱 hum] pron.谁（who的宾格）

3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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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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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1 worker 1 ['wə:kə] n.工人；劳动者；职蚁 n.(Worker)人名；(英)沃克

382 wor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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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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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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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人名；(英)朗

386 younger 1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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