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1-22 [Education Report] US Schools Start Legal Actions
against Social Media Compani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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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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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ountable 1 [ə'kauntəbl] adj.有责任的；有解释义务的；可解释的

4 ac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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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ction 3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6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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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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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0 aims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11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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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4 amplified 1 ['æmplɪfaɪ] adj. 放大的；增强的 动词ampl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5 amplify 1 ['æmplifai] vt.放大，扩大；增强；详述 vi.详述

16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7 and 1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8 annoying 1 [ə'nɔiiŋ] adj.讨厌的；恼人的 v.骚扰（annoy的ing形式）

19 anxiety 1 [æŋ'zaiəti] n.焦虑；渴望；挂念；令人焦虑的事

20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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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gue 2 ['ɑgju:] vi.争论，辩论；提出理由 vt.辩论，争论；证明；说服 n.(Argue)人名；(英、法)阿格

22 argued 1 英 ['ɑːɡju ]ː 美 ['ɑ rːɡju ]ː v. 说服；争论；辩论

23 arguments 1 ['ɑːɡjʊmənts] n. 争论 名词argument的复数形式.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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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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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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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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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29 bad 2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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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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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3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34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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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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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ehavioral 1 [bi'heivjərəl] adj.行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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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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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enefits 1 ['benɪfɪt] n. 利益；津贴；义演；保险金；借助 vt. 有益于；得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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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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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blame 2 ['bleim] vt.责备；归咎于 n.责备；责任；过失

44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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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oo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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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bookstore 1 ['bukstɔ:] n.书店（等于bookshop）

48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49 Brent 1 [brent] n.布伦特（男子名）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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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b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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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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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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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）食品罐头

55 Carl 1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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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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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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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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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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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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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hildren 3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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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laim 1 [kleim] vi.提出要求 vt.要求；声称；需要；认领 n.要求；声称；索赔；断言；值得

65 claims 2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
66 clara 1 ['klεərə] n.克拉拉（女子名）

67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除；
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68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69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70 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71 companies 13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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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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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complex 1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75 congress 1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
76 contacting 1 ['kɒntæktɪŋ] v. 接触，联系（动词contact的现在进行式）

77 content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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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our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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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80 created 2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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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cuaresma 1 夸雷斯马

83 cyberbullying 1 网上欺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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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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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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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)达伊

86 decision 2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87 defined 1 [dɪ'faɪnd] adj. 有定义的；明确的，确定的，清晰的；轮廓分明的 v. 规定；限定；定义；解释（动词define的过去式和过
去分词）

88 degree 1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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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deserves 1 英 [dɪ'zɜːv] 美 [dɪ'zɜ rːv] vt. 应受；值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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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diploma 1 [di'pləumə] n.毕业证书，学位证书；公文，文书；奖状 vt.发给…毕业文凭

93 disagreement 1 [,disə'gri:mənt] n.不一致；争论；意见不同

94 disordered 1 [dis'ɔ:dəd] adj.混乱的；害了病的；发狂的；失调的

95 disorders 2 英 [dɪs'ɔː də(r)] 美 [dɪs'ɔː rdər] n. 混乱；杂乱；不适；失调；疾病 vt. 扰乱

96 district 4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97 districts 2 ['dɪstrɪkt] n. 地区；行政区 vt. 把 ... 划分成区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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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documented 1 ['dɒkjʊməntɪd] adj. 备有证明文件的；有执照的 动词docum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00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01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102 easier 1 [英 ['i:zɪə] 美 ['i:zɪr]] adj.更简单；容易些（easy的比较级形式）；较早的

103 eating 2 ['i:tiŋ] adj.侵蚀的；可生食的；进餐用的 n.吃；食物 v.吃（eat的ing形式）

104 educate 1 ['edju:keit] vt.教育；培养；训练 vi.教育；训练

105 educational 1 [,edju:'keiʃənəl] adj.教育的；有教育意义的

106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107 effects 2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108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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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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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employee 1 [,emplɔi'i:, em'plɔii:] n.雇员；从业员工

112 end 1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113 endangers 1 英 [ɪn'deɪndʒə(r)] 美 [ɪn'deɪndʒər] vt. 危及；危害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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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eric 1 埃里克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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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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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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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evidence 2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120 excited 1 [ik'saitid] adj.兴奋的；激动的；活跃的 v.激动；唤起（excit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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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f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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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facebook 2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124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125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26 famously 1 ['feiməsli] adv.著名地；极好地

127 fault 1 [fɔ:lt] n.故障；[地质]断层；错误；缺点；毛病；（网球等）发球失误 vi.弄错；产生断层 vt.（通常用于疑问句或否定
句）挑剔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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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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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129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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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filed 2 [faɪl] n. 档案；卷宗；文件；锉刀，指甲锉 vt. 把 ... 归档；提出(申请书、议案等)

132 folks 1 ['fəʊks] n. 人们；家人；父母 名词folk的复数形式.

133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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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forward 1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
136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137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38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
139 Goldman 1 [gəuld,mən] n.高曼（姓氏）

140 goo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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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graduation 3 [grædju'eiʃən, -dʒu-] n.毕业；毕业典礼；刻度，分度；分等级

142 gu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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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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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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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harm 2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
146 harmed 1 英 [hɑːm] 美 [hɑ rːm] n. 危害；伤害；损害 vt. 伤害；损害

147 harmful 4 ['hɑ:mful] adj.有害的；能造成损害的

148 harms 1 英 [hɑːm] 美 [hɑ rːm] n. 危害；伤害；损害 vt. 伤害；损害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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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hav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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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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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health 6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53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54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155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156 helpful 1 ['helpful] adj.有帮助的；有益的

157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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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hiring 1 ['haiəriŋ] n.雇用；租用 v.雇用（hire的ing形式）

160 hold 2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161 hopeless 1 ['həuplis] adj.绝望的；不可救药的

162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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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image 1 ['imidʒ] n.影像；想象；肖像；偶像 vt.想象；反映；象征；作…的像 n.(Image)人名；(法)伊马热

165 i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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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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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increa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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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increased 2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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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industry 6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71 Instagram 3 英 [ˌins'tægrəm] 美 [ˌɪns'tægrəm] n. 一款图片分享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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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introduced 1 [ɪntrəd'juːst] v. 介绍，引进（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73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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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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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77 Jones 1 [dʒəunz] n.琼斯（姓氏）

178 kent 1 [kent] n.肯特（英国东南部州名）；不列颠岛南部的古代盎格鲁所建的王国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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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knew 1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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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lar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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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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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law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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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lawsuit 4 ['lɔ:sju:t] n.诉讼（尤指非刑事案件）；诉讼案件

186 lawsuits 6 n. 诉讼，法律诉讼；控诉（lawsuit的复数形式）

187 lawyer 2 ['lɔ:jə] n.律师；法学家 n.(Lawyer)人名；(英)劳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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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legal 5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190 lesson 1 ['lesən] n.教训；课 vt.教训；上课

191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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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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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made 2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195 ma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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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makes 2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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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media 10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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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m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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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202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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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mo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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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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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negativ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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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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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210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11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212 nuisance 7 ['nju:səns] n.讨厌的人；损害；麻烦事；讨厌的东西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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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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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of 1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15 oil 1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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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18 opioid 1 ['əupiɔid] n.[生化]阿片样物质；类鸦片

219 or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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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221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22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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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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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ow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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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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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
229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30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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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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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pharmaceutical 1 [,fɑ:mə'sju:tikəl] adj.制药（学）的 n.药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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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platforms 2 [p'lætfɔː mz] 平台

235 pointed 1 ['pɔintid] adj.尖的；突出的；锐利的；率直的 v.指出；瞄准（point的过去式）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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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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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problems 2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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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products 1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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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243 protect 2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44 protects 1 [prə'tekt] v. 保护；投保

245 prove 1 [pru:v] vt.证明；检验；显示 vi.证明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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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public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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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push 2 vt.推动，增加；对…施加压力，逼迫；按；说服 vi.推进；增加；努力争取 n.推，决心；大规模攻势；矢志的追求

249 rate 1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
250 rates 1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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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53 recommend 1 [,rekə'mend] vt.推荐，介绍；劝告；使受欢迎；托付 vi.推荐；建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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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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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reporti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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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57 researchers 1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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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resources 1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259 responsible 2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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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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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rising 1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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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4 safer 1 ['seɪfər] adj. 更安全的 形容词safe的比较级.

265 safety 2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266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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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santa 1 ['sæntə] n.圣诞老人（等于SantaClaus）

268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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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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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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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screen 1 [skri:n] n.屏，幕；屏风 vt.筛；拍摄；放映；掩蔽 vi.拍电影 n.(Screen)人名；(英)斯克林

273 Seattle 7 [si'ætl] n.西雅图（美国一港市）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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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seeking 2 [siː 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
276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
277 seriously 1 ['siəriəsli, 'si:r-] adv.认真地；严重地，严肃地

278 settlement 1 ['setlmənt] n.解决，处理；[会计]结算；沉降；殖民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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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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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282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283 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284 silicon 1 ['silikən, -kɔn] n.[化学]硅；硅元素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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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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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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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social 8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90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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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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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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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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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296 steps 1 n.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（=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）；台阶，步骤（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）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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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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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strength 1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
300 struggles 1 ['strʌɡl] vi. 努力；奋斗；斗争；挣扎 n. 斗争；竞争；奋斗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301 students 3 [st'juːdnts] 学生

302 suburban 1 [sə'bə:bən] adj.郊区的，城郊的；土气的；见闻不广的 n.郊区居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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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sued 1 [su ]ː vt. 控告；起诉 vi. 请求；起诉

305 suicidal 1 [sjui'saidəl] adj.自杀的，自杀性的；自我毁灭的；自取灭亡的

306 suing 1 [s'ju ɪːŋ] n. 控诉 动词su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07 superintendent 1 [,sju:pərin'tendənt] n.监督人；负责人；主管；指挥者

308 supreme 1 [sju'pri:m, sə-] adj.最高的；至高的；最重要的 n.至高；霸权

309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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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szabo 2 n. 绍博

312 tak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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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targeting 1 ['tɑːɡɪtɪŋ] n. 目标 动词targe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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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tech 5 [tek] n.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.技术（technology）；技术员（technician） n.(Tech)人名；(柬)德

316 teen 1 [ti:n] n.青少年（等于teenager）；愤怒；悲哀 adj.十几岁的（等于teenaged）

317 teenage 1 ['ti:neidʒ] adj.青少年的；十几岁的 n.青少年时期

318 teenager 1 ['ti:n,eidʒə] n.十几岁的青少年；十三岁到十九岁的少年

319 teenagers 2 ['tiː nˌeɪdʒəz] n. 青少年 名词teenager的复数形式.

320 teens 1 ['ti:nz] n.十多岁，十几岁；青少年

321 tha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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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the 4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23 their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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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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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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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27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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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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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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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tired 1 ['taiəd] adj.疲倦的；厌倦的，厌烦的 v.疲倦；对…腻烦（tir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332 to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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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33 tobacco 1 [tə'bækəu] n.烟草，烟叶；烟草制品；抽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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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trade 1 [treid] n.贸易，交易；行业；职业 vi.交易，买卖；以物易物 vt.用…进行交换

336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337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
338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339 unprecedented 2 [,ʌn'presidəntid] adj.空前的；无前例的

340 us 1 pron.我们

341 users 3 ['juːzəs] n.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.

342 valley 1 ['væli] n.山谷；流域；溪谷 n.(Valley)人名；(英)瓦利；(法)瓦莱

343 vaping 2 电子烟；水烟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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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violence 1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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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6 VOA 1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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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49 Washington 2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350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51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352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53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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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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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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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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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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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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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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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62 youth 1 n.青年；青春；年轻；青少年时期 n.(Youth)《芳华》（电影名）

363 YouTube 1 英 ['ju tːjuːb] 美 ['ju tːuːb] n.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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