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3-24 [As It Is] Can the World Copy South Korea's
Coronavirus Plan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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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in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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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south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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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Korea 14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7 and 1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8 coronavirus 1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9 has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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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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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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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O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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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bo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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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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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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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is 6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9 gallo 5 [gæləu] adj.法国的

20 information 5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21 Seoul 5 [səul; 'sjə:ul] n.汉城，首尔（韩国首都）

22 system 5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3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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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cases 4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26 Korean 4 [kə'riən] adj.韩国人的；韩国语的；朝鲜人的；朝鲜语的 n.韩国人；韩国语；朝鲜人；朝鲜语

27 mo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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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9 outbreak 4 ['autbreik, ,aut'breik] n.（战争的）爆发；（疾病的）发作 vi.爆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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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privacy 4 ['praivəsi, 'pri-, 'prai-] n.隐私；秘密；隐居；隐居处

32 t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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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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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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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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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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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everyone 3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39 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40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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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ho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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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infections 3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43 man 3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44 message 3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
45 messages 3 ['mesɪdʒɪz] n.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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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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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pers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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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phone 3 [fəun] n.电话；耳机，听筒 vt.打电话 vi.打电话 n.(Phone)人名；(老、缅)蓬

50 public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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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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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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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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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virus 3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55 VOA 3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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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allow 2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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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60 authoritarian 2 [ɔ:,θɔri'tεəriən] adj.独裁主义的；权力主义的 n.权力主义者；独裁主义者

61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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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ountry 2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乐
的

63 days 2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64 difficult 2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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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fight 2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67 fighting 2 ['faitiŋ] adj.战斗的；好战的；适于格斗的 n.战斗，搏斗 v.奋斗（fight的ing形式）；打仗；与…进行拳击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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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70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71 Monday 2 ['mʌndi] n.星期一

72 morning 2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
73 neighborhood 2 n.附近；街坊；接近；街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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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numb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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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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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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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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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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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plan 2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81 positive 2 ['pɔzətiv, -zi-] adj.积极的；[数]正的，[医][化学]阳性的；确定的，肯定的；实际的，真实的；绝对的 n.正数；[摄]正片

82 praised 2 [preɪz] vt. 赞美；称赞 n. 赞美；称赞；崇拜 vi. 赞美

83 quickly 2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84 receiv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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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5 result 2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86 Roth 2 [rɔθ] n.罗斯（姓氏）

87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88 sm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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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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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stunning 2 ['stʌniŋ] adj.极好的；使人晕倒的；震耳欲聋的 v.把…打昏；使震耳欲聋；使大吃一惊（stun的ing形式）

92 surveillance 2 [sə:'veiləns, sə-] n.监督；监视

93 telephone 2 ['telifəun] n.（美）电话；电话机；电话耳机 vi.打电话 vt.打电话给…

94 text 2 [tekst] n.[计]文本；课文；主题 vt.发短信

95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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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97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98 train 2 [trein] n.火车；行列；长队；裙裾 v.培养；训练；瞄准 n.(Train)人名；(英)特雷恩；(法)特兰；(意)特拉因

99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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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uses 2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101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02 went 2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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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William 2 ['wiljəm] n.威廉（男子名）；钞票，纸币

105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06 worried 2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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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accept 1 [ək'sept] vt.接受；承认；承担；承兑；容纳 vi.承认；同意；承兑

109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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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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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airport 1 ['εəpɔ:t] n.机场；航空站

113 alert 1 [ə'lə:t] vt.警告；使警觉，使意识到 adj.警惕的，警觉的；留心的 n.警戒，警惕；警报 n.(Alert)人名；(西)阿莱尔特

114 amid 1 [ə'mid] prep.在其中，在其间 n.(Amid)人名；(法、阿拉伯)阿米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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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apparently 1 [ə'pærəntli] adv.显然地；似乎，表面上

117 appearance 1 [ə'piərəns] n.外貌，外观；出现，露面

118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19 approval 1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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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122 arrived 1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23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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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126 avoids 1 [ə'vɔɪd] vt. 避免；逃避；[律]使无效；撤销

127 back 1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
后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128 bank 1 [bæŋk] n.银行；岸；浅滩；储库 vt.将…存入银行；倾斜转弯 vi.堆积；倾斜转弯 n.(B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)班克；(法、
匈)邦克

129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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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begun 1 [bi'gʌn] v.开始（begin的过去分词） n.(Begun)人名；(俄)别贡；(英)贝根

132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133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134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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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buying 1 n.买进 v.购买；获得；收买（buy的ing形式）

136 cameras 1 ['kæmərəz] 照相机； 暗箱； 摄像机； 摄影机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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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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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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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1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142 citizens 1 ['sɪtɪzənz] 公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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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145 closure 1 ['kləuʒə] n.关闭；终止，结束 vt.使终止

146 commonplace 1 ['kɔmənpleis] n.老生常谈；司空见惯的事；普通的东西 adj.平凡的；陈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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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
149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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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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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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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155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156 decreased 1 [dɪ'kriː s] v. 减少；减小；降低 n. 减少；降低

157 decreases 1 [dɪ'kriː s] v. 减少；减小；降低 n. 减少；降低

158 democracy 1 [di'mɔkrəsi] n.民主，民主主义；民主政治

159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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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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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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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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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drive 1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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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167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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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170 effectiveness 1 [ə'fektivnis] n.效力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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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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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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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enjoying 1 [end'ʒɔɪɪŋ] v. 享受，享有（动词enjoy的现在进行式）

175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76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177 exchange 1 [iks'tʃeindʒ] n.交换；交流；交易所；兑换 vt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 vi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

178 executive 1 adj.行政的；经营的；执行的，经营管理的 n.总经理；执行委员会；执行者；经理主管人员

179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180 extraordinary 1 adj.非凡的；特别的；离奇的；特派的

181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82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183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84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185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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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George 1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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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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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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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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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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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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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6 happily 1 ['hæpili] adv.快乐地；幸福地；幸运地；恰当地

197 healthcare 1 ['helθkeə] 保健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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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199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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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202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203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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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identification 1 [ai,dentifi'keiʃən] n.鉴定，识别；认同；身份证明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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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08 importantly 1 [im'pɔ:tntli] adv.重要地；大量地；有名望地；自命不凡地

209 incheon 1 n. 仁川（韩国港口城市） =Inchon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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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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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infected 1 [in'fektid] adj.被感染的 v.传染（infect的过去分词）

213 infection 1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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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internationally 1 [,intə'næʃənəli] adv.国际性地；在国际间

216 interview 1 ['intəvju:] n.接见，采访；面试，面谈 vt.采访；接见；对…进行面谈；对某人进行面试

217 interviews 1 英 ['ɪntəvjuː] 美 ['ɪntərvjuː] n. 面谈；会见；面试；接见 vt. 接见；采访；对 ... 进行面试 vi. 面试；采访

218 investigate 1 [in'vestigeit] v.调查；研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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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jae 1 Jump if above or Equal 大于等于时跳过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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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kenneth 1 ['keniθ] n.肯尼思（男子名）；英俊的领导者

223 koreans 1 朝鲜人

224 lacking 1 ['lækiŋ] adj.缺乏的；没有的；不足的 v.缺少；不足（lack的ing形式）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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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227 lawmaker 1 ['lɔ:,meikə] n.立法者

228 laws 1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229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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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lee 1 [li:] n.保护；背风处 adj.保护的；庇荫的；避风的 n.(Lee)人名；(朝)李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利；(中)李(广东话·威
妥玛)

232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233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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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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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listed 1 ['listid] adj.列出的；表列的；已登录的 v.列出；登记（list的过去分词）

237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238 loss 1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
239 lowest 1 ['ləuist] adj.最低的；最小的（low的最高级）；最底下的

240 mad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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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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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Mers 1 默斯

243 methods 1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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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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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46 model 1 ['mɔdəl] n.模型；典型；模范；模特儿；样式 vt.模拟；塑造；模仿 vi.做模型；做模特儿 adj.模范的；作模型用的 n.
(Model)人名；(德、俄、英)莫德尔

247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48 moon 1 [mu:n] n.月亮；月球；月光；卫星 vi.闲荡；出神 vt.虚度 n.(Moon)人名；(瑞典)莫恩；(柬)蒙；(英)穆恩；(缅)孟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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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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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253 neighborhoods 1 ['neɪbɔː hʊdz] 生活社区

254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255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256 normal 1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257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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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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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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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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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263 opinion 1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264 oppressive 1 [ə'presiv] adj.压迫的；沉重的；压制性的；难以忍受的

265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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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68 outbreaks 1 暴发

269 outcome 1 ['autkʌm] n.结果，结局；成果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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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272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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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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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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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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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Powers 1 n.能天使；力天使

279 prepare 1 [pri'pεə] vt.准备；使适合；装备；起草 vi.预备；做好思想准备

280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81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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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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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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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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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ratings 1 ['reɪtɪŋz] n. 评定等级 rating的复数形式.



288 reaching 1 [riː tʃ] v. 到达；伸出；达成；取得联系；延伸；（伸手）去够 n. 范围；影响力；河段；等级

289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290 receives 1 [rɪ'siː v] v. 接到；收到；接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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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reducing 1 英 [rɪ'djuːsɪŋ] 美 [rɪ'duːsɪŋ] n. 减低；还原；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93 registration 1 [,redʒi'streiʃən] n.登记；注册；挂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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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296 reporter 1 [ri'pɔ:tə] n.记者

297 respiratory 1 ['respərətəri, ri'spaiə-] adj.呼吸的

298 restaurant 1 ['restərɔŋ, -rɔnt, -rənt] n.餐馆；[经]饭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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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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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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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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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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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sang 1 [sæŋ] v.唱，唱歌（sing的过去式） n.(Sang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生；(瑞典、老、柬、泰)桑；(中)生(广东话·威妥玛)

306 schools 1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307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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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shand 1 n. 尚德

310 sickness 1 ['siknis] n.疾病；呕吐；弊病

311 sin 1 [sin] n.罪恶；罪孽；过失 vi.犯罪；犯过失 vt.犯罪 n.(Sin)人名；(罗)西恩；(匈)欣；(柬、阿拉伯)辛；(缅)信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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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spaces 1 n. 空格；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.

314 station 1 n.车站；驻地；地位；身份 vt.配置；安置；驻扎

315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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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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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sudden 1 ['sʌdən] adj.突然的，意外的；快速的 n.突然发生的事

320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321 suspected 1 英 [səs'pektɪd] 美 [sə'spektɪd] adj. 可疑的；嫌疑的 动词su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22 syndrome 1 n.[临床]综合症状；并发症状；校验子；并发位 n.(Syndrome)人名；(英)辛德罗姆

323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324 tested 1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
325 testing 1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
326 texts 1 ['teksts] n. 正文；原文；课文；课本 名词tex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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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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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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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330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331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332 thru 1 [θru:] prep.经过 adv.穿越

333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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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36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337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38 unification 1 [,ju:nifi'keiʃən] n.统一；一致；联合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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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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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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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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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warn 1 [wɔ:n] vt.警告，提醒；通知 vi.发出警告，发出预告 n.(Warn)人名；(英)沃恩；(德)瓦恩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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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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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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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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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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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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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widespread 1 ['waid'spred] adj.普遍的，广泛的；分布广的

353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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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55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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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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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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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9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