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1-09 [As It Is] On US-Mexico Border, Groups Help Migrants
with Severe Problem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2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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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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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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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of 1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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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migrants 12 ['maɪɡrənts] 移民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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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 a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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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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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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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border 6 ['bɔ:də] n.边境；边界；国界 vt.接近；与…接壤；在…上镶边 vi.接界；近似 n.(Border)人名；(英)博德

14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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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t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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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sylum 5 [ə'sailəm] n.庇护；收容所，救济院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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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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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cases 5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20 help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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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medical 5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22 mo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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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trauma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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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victims 5 ['vɪktɪmz] n. 受害者 名词victim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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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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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orrero 4 博雷罗

28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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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cent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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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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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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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mental 4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33 Mexico 4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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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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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37 violence 4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38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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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41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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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b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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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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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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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ountries 3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47 elmore 3 n. 埃尔摩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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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50 health 3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51 hope 3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52 left 3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53 long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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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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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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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problems 3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58 reyes 3 n. 雷耶斯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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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severe 3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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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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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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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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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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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treatment 3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67 activists 2 ['æktɪvɪsts] 积极分子

68 Alita 2 n. 艾丽塔

69 Arizona 2 [,æri'zəunə] n.美国亚利桑那州

70 casa 2 ['kɑ:sə] abbr.天文学高级研究中心（CentreforAdvancedStudyofAstronomy）；计算机与自动化系统
（ComputerandAutomatedSystemAssociation）；合作应用卫星A（CooperativeApplicationSatelliteA） n.(Casa)人名；(法、西、
德、意)卡萨

71 Ciudad 2 n.（西）城市 n.(Ciudad)人名；(西)休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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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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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emotional 2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
75 experience 2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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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forensic 2 [fɔ'rensik] adj.法院的；辩论的；适于法庭的

78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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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9 initiate 2 [i'niʃieit, i'niʃiət, -eit] vt.开始，创始；发起；使初步了解 n.开始；新加入者，接受初步知识者 adj.新加入的；接受初步知识
的

80 Juarez 2 ['hwɑ:rez] n.华瑞兹市（墨西哥城市）

81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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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84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85 past 2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86 pregnant 2 ['pregnənt] adj.怀孕的；富有意义的

87 psychiatric 2 [,saɪkɪ'ætrɪk] adj.精神病学的；精神病治疗的

88 PTSD 2 (=post-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) 创伤后精神紧张性(精神)障碍

89 related 2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90 resources 2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91 screening 2 ['skri:niŋ] n.筛选；放映；[物]屏蔽；审查；防波 v.筛选；拍摄（screen的ing形式）；遮蔽；隔挡 adj.筛选的

92 services 2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93 shelter 2 ['ʃeltə] n.庇护；避难所；遮盖物 vt.保护；使掩蔽 vi.躲避，避难 n.(Shelter)人名；(英)谢尔特

94 shelters 2 英 ['ʃeltə(r)] 美 ['ʃeltər] n. 避难所；庇护；庇护所 v. 保护；隐匿；庇护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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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tension 2 ['tenʃən] n.张力，拉力；紧张，不安；电压 vt.使紧张；使拉紧

97 torture 2 ['tɔ:tʃə] vt.折磨；拷问；歪曲 n.折磨；拷问；歪曲

98 treated 2 [triː tɪd] v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 vbl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

99 trip 2 [trip] vi.绊倒；远足；犯错误；轻快地走 n.旅行；绊倒；差错 vt.绊倒；使犯错 n.(Trip)人名；(荷)特里普

100 volunteers 2 英 [ˌvɒlən'tɪə(r)] 美 [ˌvɑ lːən'tɪr] n. 志愿者；(自行生长的)植物 v. (自愿)做

101 vulnerable 2 ['vʌlnərəbl] adj.易受攻击的，易受…的攻击；易受伤害的；有弱点的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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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women 2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104 workers 2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105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106 ab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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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abuse 1 [ə'bju:z, ə'bju:s] n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；弊端；恶习，陋习 vt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 n.(Abuse)人名；(英)阿比斯

108 access 1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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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affecting 1 [ə'fektiŋ] adj.动人的；感人的 v.影响（affect的ing形式）；感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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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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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aim 1 vt.目的在于；引导；把…对准 vi.打算；对准目标；瞄准 n.目的；目标；对准

114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115 arrivals 1 [ə'raɪvəlz] n. 到达 名词arrival的复数形式.

116 arriving 1 [ə'raɪv] vi. 到达；到来；成功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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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8 attacks 1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119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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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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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123 birth 1 [bɑ:θ] n.出生；血统，出身；起源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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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Brian 1 ['braiən] n.布莱恩（男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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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127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28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129 ca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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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catholic 1 ['kæθəlik] adj.天主教的；宽宏大量的 n.天主教徒；罗马天主教

131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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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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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childcare 1 英 ['tʃaɪldkeə(r)] 美 ['tʃaɪldker] n. 幼托

135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36 clearinghouse 1 ['kliəriŋhaus] n.票据交换所

137 clergy 1 ['klə:dʒi] n.神职人员；牧师；僧侣

138 clinical 1 ['klinikəl] adj.临床的；诊所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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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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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Congo 1 ['kɔŋgəu] n.刚果（位于非洲中部）

142 corbett 1 科比特（人名） 科比特（地名）

143 court 1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(法)库尔

144 courts 1 英 [kɔː t] 美 [kɔː rt] n. 法院；庭院；宫廷；球场；奉承 v. 献殷勤；追求；招致；设法获得

145 coworker 1 英 ['kəʊˌwɜːkə] 美 ['koʊˌwɜːkə] n. 合作者

146 crime 1 [kraim] n.罪行，犯罪；罪恶；犯罪活动 vt.控告……违反纪律

147 crimes 1 [k'raɪmz] 犯罪

148 daily 1 ['deili] adj.日常的；每日的 n.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日常地；每日；天天 n.(Daily)人名；(英)戴利

149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150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151 decisions 1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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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154 directors 1 [dɪ'rektəz] 董事

155 disorder 1 [dis'ɔ:də] n.混乱；骚乱 vt.使失调；扰乱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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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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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159 dr 1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160 Dylan 1 ['dilən] n.狄伦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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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emergencies 1 [ɪ'mɜːdʒənsɪz] n. 紧急事件；紧急需要 名词emergency的复数形式.

163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164 emotionally 1 [i'məuʃənli] adv.感情上；情绪上；令人激动地；情绪冲动地

165 enforcement 1 [in'fɔ:smənt] n.执行，实施；强制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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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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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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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171 experienced 1 [ik'spiəriənst] adj.老练的，熟练的；富有经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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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extreme 1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
173 faces 1 ['feɪsɪz] n.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.

174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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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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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fled 1 [fled] v.逃走（flee的过去分词）；消逝

178 flooded 1 adj. 充满的，充斥的；浸没的，淹没的；灌溉的 v. 淹没，发生水灾（动词floo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79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180 gang 1 [gæŋ] n.群；一伙；一组 vt.使成群结队；结伙伤害或恐吓某人 vi.成群结队 n.(Gang)人名；(法)冈；(罗)甘格；(英)甘

181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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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girls 1 ['ɡɜ lː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
184 giv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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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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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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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89 harder 1 [ha:də] adj.更难的；更努力的；更坚固的（hard的比较级） n.(Har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哈德

190 harm 1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
191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192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93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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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howell 1 n. 豪厄尔

196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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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immigration 1 [,imi'greiʃən] n.外来移民；移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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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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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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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influenced 1 ['ɪnfluəns] v. 影响；感染；<美俚>在(饮料)中加烈酒 n. 影响力；影响；权势；势力；有影响的人(或事物)

204 injury 1 ['indʒəri] n.伤害，损害；受伤处

205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206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207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208 knowledge 1 ['nɔlidʒ] n.知识，学问；知道，认识；学科 n.(Knowledge)人名；(南非)诺利奇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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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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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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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legal 1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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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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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lungs 1 ['lʌŋz] n. 肺 lung的复数.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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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217 Mexican 1 ['meksikən] adj.墨西哥的；墨西哥人的 n.墨西哥人；墨西哥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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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migration 1 [mai'greiʃən] n.迁移；移民；移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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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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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need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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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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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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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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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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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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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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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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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operates 1 英 ['ɒpəreɪt] 美 ['ɑːpəreɪt] v. 操作；运转；经营；动手术

231 organized 1 ['ɔ:gənaizd] adj.有组织的；安排有秩序的；做事有条理的 v.组织（organize的过去分词）

232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33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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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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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patients 1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236 pers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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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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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physically 1 ['fizikli] adv.身体上，身体上地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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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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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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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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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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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rapes 1 [reɪp] n. 强奸；蹂躏；破坏 v. 强奸；掠夺；蹂躏

246 receiving 1 [ri'si:viŋ] adj.接受的 n.接受 v.接收（receive的ing形式）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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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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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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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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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51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252 requires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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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sarah 1 ['sεərə] n.莎拉（女子名）；萨拉（《圣经》中的人物）

255 saw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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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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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scientific 1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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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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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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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shocking 1 ['ʃɔkiŋ] adj.令人震惊的；可怕的，令人厌恶的；糟糕的 v.感到震惊；震动；冲突（shock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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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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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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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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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solve 1 [sɔlv, sɔ:lv] vt.解决；解答；溶解 vi.作解答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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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stands 1 [stænd] v. 站立；忍受；位于；停滞 n. 站立；货摊；停顿；看台

269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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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studying 1 ['stʌdi] n. 研究；学习；学科；书房；(绘画或文学)习作；练习曲；沉思；记忆力…的人；台词记得…的人 v. 研究；
学习；读书；仔细观察；努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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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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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4 symptoms 1 ['sɪmptəmz] n. 症候 名词symptom的复数形式.

275 Syracuse 1 ['sairəkju:z; 'si-; -kju:s] n.锡拉库扎（意大利西西里岛东部一港市）

276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277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
278 term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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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tests 1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280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81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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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throu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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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transactional 1 adj.交易型的；事务性的；事务处理的

285 traumatic 1 adj.（心理）创伤的 adj.（生理）外伤的

286 traumatized 1 ['traʊmə̩ taɪzd] adj. 受到创伤的 动词traumat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87 treats 1 [triː t] v. 对待；视为；探讨；治疗；处理；请客 n. 款待；宴飨

288 trust 1 ['trʌst] n.信任，信赖；责任；托拉斯 vt.信任，信赖；盼望；赊卖给 vi.信任，信赖；依靠 n.(Trust)人名；(英)特拉斯特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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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Tucson 1 ['tu:sɔn; tu:'sɔn] n.图森（美国亚利桑那州南部城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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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untreated 1 [ˌʌn'triː tɪd] adj. 未经处理的；未经治疗的；未加工的

293 us 1 pron.我们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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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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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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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viruses 1 ['vaɪərəsɪz] n. 病毒 名词virus的复数形式.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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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visited 1 v.拜访，访问（visit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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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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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waiting 1 ['weitiŋ] n.等待；服侍 adj.等待的；服侍的 v.等待；伺候（wait的ing形式）；延缓 n.(Waiting)人名；(英)韦廷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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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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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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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7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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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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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311 witnessed 1 ['wɪtnəs] n. 目击者；证人 vt. 目击；经历；见证；出席；观察 vi. 证明；为(宗教信仰)做见证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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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3 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14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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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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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worsen 1 ['wəsən] vi.恶化；变得更坏；更坏 vt.使恶化；使变得更坏

318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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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