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1-18 [Education Report] Why US Schools Are Blocking
ChatGPT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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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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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bsence 1 ['æbsəns] n.没有；缺乏；缺席；不注意

4 academic 3 [,ækə'demik] adj.学术的；理论的；学院的 n.大学生，大学教师；学者

5 accepted 1 [ək'septid] adj.公认的；录取的；可接受的；已承兑的 v.接受（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

6 accuracy 1 ['ækjurəsi] n.[数]精确度，准确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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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dmit 1 [əd'mit] vt.承认；准许进入；可容纳 vi.承认；容许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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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i 11 [ai] abbr.人工智能（artificialintelligence） n.(Ai)人名；(中)艾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日)爱(名)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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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lready 2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5 also 5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6 Altman 1 [[ˈɔ:ltmən] 奥尔特曼；阿特曼；奥特曼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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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9 and 2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0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21 answers 2 英 ['ɑːnsə(r)] 美 ['ænsər] v. 回答；答复；接电话 n. 答案；回答；答复

22 anyone 2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23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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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p 1 abbr.美国联合通讯社（AssociatedPress）；空气污染（AirPollution）；大气规划（AirProgram）；汇编程序
（AssemblyProgram） n.(Ap)人名；(中)鸭(广东话·威妥玛)

26 a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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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rgument 1 ['ɑ:gjumənt] n.论证；论据；争吵；内容提要

28 artificial 1 [,ɑ:ti'fiʃəl] adj.人造的；仿造的；虚伪的；非原产地的；武断的

29 a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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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31 asked 2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32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33 associated 3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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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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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asis 1 ['beisis] n.基础；底部；主要成分；基本原则或原理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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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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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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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43 benefit 1 n.利益，好处；救济金 vt.有益于，对…有益 vi.受益，得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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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locking 2 ['blɔkiŋ] n.阻塞；封闭；大块 v.阻塞（block的ing形式）

46 books 1 ['bʊks] n. 帐目；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.

47 bring 1 vt.拿来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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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build 2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49 b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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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by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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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52 can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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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ause 2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54 cheating 2 英 [tʃiː tɪŋ] 美 ['tʃɪtɪŋ] n. 欺骗行为 动词cheat的现在分词.

55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56 civil 1 ['sivəl] adj.公民的；民间的；文职的；有礼貌的；根据民法的 n.(Civil)人名；(土)吉维尔；(法)西维尔

57 comp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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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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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ontain 1 [kən'tein] vt.包含；控制；容纳；牵制（敌军） vi.含有；自制

60 content 1 ['kɔntent] n.内容，目录；满足；容量 adj.满意的 vt.使满足 n.(Content)人名；(法)孔唐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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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63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64 creators 2 创造者

65 critical 2 ['kritikəl] adj.鉴定的；[核]临界的；批评的，爱挑剔的；危险的；决定性的；评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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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database 1 ['deitəbeis] n.数据库，资料库

68 dea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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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70 deciding 1 [di'saidiŋ] adj.决定性的；无疑的 v.决定（decide的现在分词）

71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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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74 detect 1 [di'tekt] vt.察觉；发现；探测

75 determine 1 v.（使）下决心，（使）做出决定 vt.决定，确定；判定，判决；限定 vi.确定；决定；判决，终止；[主用于法律]
了结，终止，结束

76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77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78 device 1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79 devices 1 [dɪ'vaɪsɪz] n. 设备

80 digital 1 ['didʒitəl] adj.数字的；手指的 n.数字；键

81 discussion 1 [dis'kʌʃən] n.讨论，议论

82 does 3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83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84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85 education 3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86 educators 1 ['edʒʊkeɪtəz] 教育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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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88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89 email 1 ['i:'meil] n.电子信函 vt.给…发电子邮件 n.(Email)人名；(法)埃马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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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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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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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essential 3 [i'senʃəl] adj.基本的；必要的；本质的；精华的 n.本质；要素；要点；必需品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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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expectations 1 [ekspek'teɪʃnz] 预期继承的遗产

96 experiences 1 英 [ɪk'spɪəriəns] 美 [ɪk'spɪriəns] n. 经验；经历 v. 经历；体验；感受

97 experimenting 1 [ɪk'sperɪmənt] n. 试验；实验；尝试 vi. 尝试；做实验

98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99 factual 1 ['fæktʃuəl] adj.事实的；真实的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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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fin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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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3 Francisco 1 [fræn'siskəu] n.弗朗西斯科（男子名，等于Francis）

104 fre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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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friendly 1 ['frendli] adj.友好的；亲切的；支持的；融洽的，和睦的 adv.友善地；温和地 n.(Friendly)人名；(英)弗兰德利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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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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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generated 1 [d'ʒenəreɪtɪd] adj. 生成的 动词gen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9 generation 1 [,dʒenə'reiʃən] n.一代；产生；一代人；生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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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goo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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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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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guidance 1 ['gaidəns] n.指导，引导；领导

114 harmful 1 ['hɑ:mful] adj.有害的；能造成损害的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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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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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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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119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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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helpful 1 ['helpful] adj.有帮助的；有益的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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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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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how 7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24 human 5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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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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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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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impacts 1 ['ɪmpækt] n. 影响；冲击力；撞击 vt. 挤入；压紧；撞击；对 ... 发生影响 vi. 冲击；撞击；产生影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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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i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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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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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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2 incorrect 1 [,inkə'rekt] adj.错误的，不正确的；不适当的；不真实的

133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34 intelligence 1 n.智力；情报工作；情报机关；理解力；才智，智慧；天分

135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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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is 2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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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it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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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41 jenna 1 n. 詹纳; 詹娜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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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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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45 language 1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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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148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49 last 1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持，够用；持久 vt.度过，拖过；使维持 adv.最后地；上次，最近；最后一点 n.(La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罗、瑞典)拉斯特

150 launch 1 [lɔ:ntʃ, lɑ:ntʃ] vt.发射（导弹、火箭等）；发起，发动；使…下水 vi.开始；下水；起飞 n.发射；发行，投放市场；下
水；汽艇

151 launched 1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152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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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learns 1 英 [lɜːn] 美 [lɜ rːn] v. 学会；学习；得知

155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56 les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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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lifelong 2 ['laiflɔŋ] adj.终身的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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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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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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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162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163 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164 lyle 2 [lail] n.莱尔（男子名）

165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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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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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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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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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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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mean 1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
171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172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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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174 mislead 1 [,mis'li:d] vt.误导；带错

175 misleading 1 [,mis'li:diŋ] adj.令人误解的；引入歧途的 v.给…带错路；把…引入歧途（mislead的ing形式）

176 mistakes 1 [mɪ'steɪk] n. 错误；误会；过失 v. 误解；弄错

177 misuse 1 [,mis'ju:z, ,mis'ju:s] vt.滥用；误用；虐待 n.滥用；误用；虐待

178 mitigate 1 ['mitigeit] vt.使缓和，使减轻 vi.减轻，缓和下来

179 mitigation 1 [,miti'geiʃən] n.减轻；缓和；平静

180 models 1 ['mɒdlz] n. 模范；模特儿；模型（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）

181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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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184 negative 1 ['negətiv] adj.[数]负的；消极的；否定的；阴性的 n.否定；负数；[摄]底片 vt.否定；拒绝

185 networks 1 英 ['netwɜːk] 美 ['netwɜ rːk] n. 网点；网络；网状系统；广播公司

186 new 6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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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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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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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0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191 November 2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192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93 numb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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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of 1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95 offensive 1 [ə'fensiv] adj.攻击的；冒犯的；无礼的；讨厌的 n.攻势；攻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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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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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199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00 or 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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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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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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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over 1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205 painful 1 ['peinfl] adj.痛苦的；疼痛的；令人不快的

206 papers 2 ['peɪpəz] n. 文件；资料；证书 名词paper的复数形式.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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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209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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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personal 2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
212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213 played 1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214 poems 1 (=polyneuropathy, organomegaly(hepatosp lenomegaly), endocrinopathy, M protein, and skin) 多神经病、器官巨大症(肝脾肿
大)、内分泌病、M蛋白和皮肤病变(综合征)

215 policies 1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 lː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216 popularity 1 [,pɔpju'lærəti] n.普及，流行；名气；受大众欢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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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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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premise 1 [pri'maiz, 'premis] vt.引出，预先提出；作为…的前提 n.前提；上述各项；房屋连地基 vi.作出前提

219 premises 1 ['premisiz] n.前提；经营场址；上述房屋；契约前言（premise的复数） v.提出…为前提；预述（premise的第三人称单
数）

220 pres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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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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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problem 2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224 produce 3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225 professions 1 [prə'feʃnz] 职业

226 program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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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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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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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purposes 1 英 ['pɜːpəs] 美 ['pɜ rːpəs] n. 目的；决心；意图；议题 v. 打算；决意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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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questions 3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233 quick 1 [kwik] n.核心；伤口的嫩肉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，敏捷的；灵敏的 adv.迅速地，快 n.(Qui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芬)奎
克

234 raising 1 ['reiziŋ] n.高地；提高；举；浮雕装饰 v.饲养；升起；举起（raise的ing形式）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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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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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38 regarding 1 [ri'gɑ:diŋ, ri:-] prep.关于，至于

239 reject 1 [ri'dʒekt] vt.拒绝；排斥；抵制；丢弃 n.被弃之物或人；次品

240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241 repeated 1 [ri'pi:tid] adj.再三的，反复的 v.重复；复述（repeat的过去分词）

242 re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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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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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44 requests 2 [rɪ'kwest] n. 请求；要求 vt. 请求；要求

245 restricting 1 [rɪs'trɪktɪŋ] adj. 限制的，约束的 v. 限制，约束，束缚（restrict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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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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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249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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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Sam 1 n.萨姆（男子名）

251 S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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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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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254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55 school 7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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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seconds 1 ['sekəndz] n. 秒，时刻 名词second的复数

258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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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sentences 2 ['sentəns] n. 句子；判决 vt. 宣判；判决

260 set 2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261 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262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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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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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similar 2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65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266 skills 2 技能

267 smarter 1 adj.聪明的；精明的（smart的比较级）

268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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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solving 2 ['sɒlvɪŋ] n. 解决办法 动词sol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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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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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songs 1 ['sɒŋz] n.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.

273 spokesperson 1 ['spəuks,pə:s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274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5 statement 2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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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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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stopping 1 ['stɔpiŋ] n.停止；制止；填塞物 v.停止；妨碍（stop的ing形式）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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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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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students 2 [st'juːdnts] 学生

283 success 2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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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system 3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86 systems 4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287 teachers 1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288 tech 1 [tek] n.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.技术（technology）；技术员（technician） n.(Tech)人名；(柬)德

289 technologies 1 英 [tek'nɒlədʒi] 美 [tek'nɑ lːədʒi] n. 技术；工艺；工艺学

290 technology 2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291 text 1 [tekst] n.[计]文本；课文；主题 vt.发短信

292 tha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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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the 3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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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96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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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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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thin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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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0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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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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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to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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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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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04 tool 7 [tu:l] n.工具，用具；器械，机床；手段 vi.使用工具；用机床装备工厂 vt.用工具给……加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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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tough 1 [tʌf] adj.艰苦的，困难的；坚强的，不屈不挠的；坚韧的，牢固的；强壮的，结实的 n.恶棍 vt.坚持；忍受，忍耐 adv.
强硬地，顽强地 n.(Tough)人名；(英)图赫

307 trick 1 [trik] n.诡计；恶作剧；窍门；花招；骗局；欺诈 vt.欺骗；哄骗；装饰；打扮 vi.哄骗；戏弄 adj.特技的；欺诈的；有决
窍的 n.(Trick)人名；(英)特里克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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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9 tru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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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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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try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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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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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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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unlike 1 [,ʌn'laik] adj.不同的，不相似的 prep.和…不同，不像

315 unnecessary 1 [,ʌn'nesəsəri] adj.不必要的；多余的，无用的

316 us 1 pron.我们

317 us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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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used 7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319 user 1 ['ju:zə] n.用户 n.使用者 n.(User)人名；(土)乌塞尔

320 using 4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21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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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video 1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323 VOA 2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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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war 1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326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27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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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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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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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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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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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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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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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336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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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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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wor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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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9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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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0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41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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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write 5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344 writing 3 ['raitiŋ] n.书写；作品；著作；[法]笔迹 v.书写（write的ing形式）

345 Writings 2 ['raitiŋz] n.作品，篇章（writing的复数形式）

346 written 6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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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York 3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349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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