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3-15 [Education Report] Many Students Need Extra Help, But
Few Seem to Be Getting It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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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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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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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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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8 although 2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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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mie 1 [ɑ:'mi:] n.（法）女朋友 n.(Amie)人名；(南非)阿米

11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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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nother 1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14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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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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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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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side 1 [ə'said] adv.离开，撇开；在旁边 n.旁白；私语，悄悄话；离题的话 prep.在…旁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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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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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 attendance 2 n.出席；到场；出席人数；考勤

23 attended 1 [ə'tendɪd]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4 available 2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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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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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28 began 2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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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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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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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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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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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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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Chicago 1 [ʃi'kɑ:gəu] n.芝加哥（美国中西部城市）

39 child 1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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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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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42 collect 1 [kə'lekt] vt.收集；募捐 vi.收集；聚集；募捐 adv.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.由收件人付款的 n.(Collect)人名；(英)科莱克特

43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44 connect 1 [kə'nekt] vt.连接；联合；关连 vi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

45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46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47 county 3 ['kaunti] n.郡，县

48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49 Dade 1 n. 戴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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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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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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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December 2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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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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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6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57 district 8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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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dropped 1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
60 during 4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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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effective 2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
63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64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65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66 employ 1 [im'plɔi] vt.使用，采用；雇用；使忙于，使从事于 n.使用；雇用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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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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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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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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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experts 2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72 extra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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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f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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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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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76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77 Federal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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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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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fewer 3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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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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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83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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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found 3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85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86 Georgia 1 ['dʒɔ:dʒjə] n.乔治亚州；格鲁吉亚（前苏联加盟共和国）；乔治娅（女子名）

87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88 getting 5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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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grade 1 [greid] n.年级；等级；成绩；级别；阶段 vt.评分；把…分等级 vi.分等级；逐渐变化 n.(Grade)人名；(英)格雷德；(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塞、瑞典)格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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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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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94 Gwinnett 1 n.昆内特（美国一郡名）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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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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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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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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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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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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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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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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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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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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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households 1 ['haʊshəʊldz] 农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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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improve 2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
109 improved 1 [ɪm'pruːvd] adj. 改良的；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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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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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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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Indianapolis 2 [,indiə'næpəlis] n.印第安纳波利斯（美国印第安纳州首府）

114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15 intensive 3 [in'tensiv] adj.加强的；集中的；透彻的；加强语气的 n.加强器

116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117 is 1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8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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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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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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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las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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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learning 4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23 least 2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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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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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liked 1 [laikt] v.喜欢（like的过去式）

127 link 1 [liŋk] n.[计]链环，环节；联系，关系 vt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，结合 vi.连接起来；联系在一起；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.
(Li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塞、捷、匈、瑞典)林克

128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129 loss 2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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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low 4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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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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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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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marc 1 [mɑ:k] n.机读目录；（水果，种子等经压榨后的）榨渣 n.(Marc)人名；(塞)马尔茨；(德、俄、法、荷、罗、瑞典、西、
英)马克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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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138 Miami 1 n.迈阿密（美国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市）

139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140 minutes 1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
141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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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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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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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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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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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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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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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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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nonprofit 1 adj.非盈利的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

153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154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55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156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157 numb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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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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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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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161 offering 1 ['ɔfəriŋ, 'ɔ:-] n.提供；祭品；奉献物；牲礼 v.提供（offer的ing形式）

162 officials 3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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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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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on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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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onl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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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operate 1 vi.运转；动手术；起作用 vt.操作；经营；引起；对…开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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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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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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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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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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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pandemic 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74 papers 1 ['peɪpəz] n. 文件；资料；证书 名词paper的复数形式.

175 parents 3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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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Pennsylvania 1 [,pensil'veinjə] n.宾夕法尼亚州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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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percen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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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performing 1 [pə'fɔ:miŋ] adj.表演的；履行的 v.表演（perform的ing形式）；履行

181 Philadelphia 2 [,filə'delfjə; -fiə] n.费城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港市）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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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planning 2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184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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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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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program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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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programs 5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189 provided 2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190 public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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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questions 2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192 ransford 1 n. 兰斯福德

193 rapaport 1 拉帕波尔

194 reading 1 ['ri:diŋ] n.阅读，朗读；读物；读数 adj.阅读的 v.阅读（read的ing形式）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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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197 received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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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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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registered 1 ['redʒistəd] adj.注册的；记名的；登记过的；（家畜等）附有血统证明的

200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201 regularly 1 ['regjələli] adv.定期地；有规律地；整齐地；匀称地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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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reported 3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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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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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06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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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said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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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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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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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0 school 15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11 schools 8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12 schoolwork 1 ['sku:lwə:k] n.家庭作业；学校作业

213 scores 2 英 [skɔː (r)] 美 [skɔː ] vt. 得分；获胜；刻划；划线；批评；给 ... 谱曲 n. 得分；刻痕；二十；乐谱 vi. 得分；记分；得胜

214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
215 served 3 英 [sɜːv] 美 [sɜ rː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
216 session 2 ['seʃən] n.会议；（法庭的）开庭；（议会等的）开会；学期；讲习会

217 se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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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219 sharply 1 ['ʃa:pli]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

220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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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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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simpler 1 adj.更简单的（simple的比较级） n.(Simpler)人名；(瑞典)辛普勒

223 small 4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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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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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27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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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spent 1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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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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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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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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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student 1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235 students 24 [st'juːdnts] 学生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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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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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subject 1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
239 suggest 1 vt.提议，建议；启发；使人想起；显示；暗示

240 survey 2 [sə:'vei, 'sə:vei, sə-] n.调查；测量；审视；纵览 vt.调查；勘测；俯瞰 vi.测量土地

241 surveyed 1 英 ['sɜːveɪ] 美 ['sɜ rːveɪ] n. 问卷；测量；调查；纵览；视察 v. 调查；审视；研究；测量；勘定；环视

242 systems 6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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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teacher 1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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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test 3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247 tha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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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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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the 3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50 their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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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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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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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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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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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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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three 4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258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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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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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to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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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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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tutor 1 ['tju:tə] vt.辅导；约束 n.导师；家庭教师；助教 vi.当家庭教师；（美）在家庭教师指导下学习

263 tutored 2 英 ['tju tːə(r)] 美 ['tu tːər] n. 家庭教师；导师 v. 指导；当家庭教师；当导师

264 tutoring 21 英 ['tju tːə(r)] 美 ['tu tːər] n. 家庭教师；导师 v. 指导；当家庭教师；当导师

265 tutors 1 英 ['tju tːə(r)] 美 ['tu tːər] n. 家庭教师；导师 v. 指导；当家庭教师；当导师

266 two 5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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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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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USC 2 abbr. 超声波清洗(=Ultra Sonic Cleaning ) abbr. 《美国法典》(=United States Code)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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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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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volunteers 1 英 [ˌvɒlən'tɪə(r)] 美 [ˌvɑ lːən'tɪr] n. 志愿者；(自行生长的)植物 v. (自愿)做

273 wake 1 vi.醒来；唤醒；警觉 vt.叫醒；激发 n.尾迹；守夜；守丧 n.(Wake)人名；(英)韦克

274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7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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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78 weekend 1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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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whatever 1 [hwɔt'evə, 'hwət-] adj.不管什么样的 pron.无论什么；诸如此类 conj.无论什么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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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83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284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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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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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7 works 2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88 worry 1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289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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