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8-04 [Health and Lifestyle] WHO_ 'There's No Silver Bullet'
against COVID-19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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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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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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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of 1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6 who 10 pron.谁；什么人

7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t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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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i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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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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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some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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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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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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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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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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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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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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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ha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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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 health 4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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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there 4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3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4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5 world 4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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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ullet 3 ['bulit] n.子弹；只选某党全部候选人的投票；豆子 vi.射出；迅速行进 n.(Bullet)人名；(法)比莱

28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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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china 3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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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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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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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nations 3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34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5 numb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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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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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silver 3 ['silvə] n.银；银器；银币；银质奖章；餐具；银灰色 adj.银的；含银的；有银色光泽的；口才流利的；第二十五周年的婚



姻 vi.变成银色 vt.镀银；使有银色光泽 n.(Silver)人名；(法)西尔韦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西尔弗

38 vaccine 3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39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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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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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43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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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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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verings 2 ['kʌvərɪŋz] n. 覆盖物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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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dea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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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disease 2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49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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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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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growth 2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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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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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international 2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55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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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57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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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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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m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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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mission 2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
61 never 2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62 nex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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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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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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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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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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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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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phase 2 n.月相 n.（月亮的）盈亏 n.时期

69 process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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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71 resurgence 2 [ri'sə:dʒəns] n.复活；再现；再起

72 Ryan 2 瑞恩；瑞安（人名）

73 step 2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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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symbol 2 ['simbəl] n.象征；符号；标志

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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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team 2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78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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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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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transmission 2 [trænz'miʃən, træns-, trɑ:n-] n.传动装置，[机]变速器；传递；传送；播送

81 trial 2 ['traiəl] n.试验；审讯；努力；磨炼 adj.试验的；审讯的 n.(Trial)人名；(法)特里亚尔

82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83 vaccines 2 疫苗程序

8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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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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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88 accuses 1 [ə'kjuːz] v. 谴责；控告；指责

89 ac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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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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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address 1 vt.演说；从事；忙于；写姓名地址；向…致辞；与…说话；提出；处理 n.地址；演讲；致辞；说话的技巧；称呼

93 addressing 1 [ə'drəsiŋ] n.寻址，定址；访问

94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95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96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97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98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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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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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August 1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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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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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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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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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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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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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Borders 1 n.鲍德斯（公司名，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）

112 Brazil 1 [brə'zil] n.巴西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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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115 Chinese 1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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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17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118 completed 1 [kəm'pliː 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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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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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demanded 1 英 [dɪ'mɑːnd] 美 [dɪ'mænd] n. 要求；需求 v. 要求；查问；需要

123 details 1 n.细节（detail的复数）；详细资料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三单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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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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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distancing 1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
127 donor 1 ['dəunə] n.捐赠者；供者；赠送人 adj.捐献的；经人工授精出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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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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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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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effective 1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
133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34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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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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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emma 1 ['emə] n.艾玛（女子名）

138 enforce 1 [in'fɔ:s] vt.实施，执行；强迫，强制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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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141 Evans 1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142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43 experiencing 1 [ɪk'spɪərənsɪŋ] n. 体验；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.

144 experts 1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45 expresses 1 [ɪk'spres] n. 快车；快递；专使 adj. 明确的；急速的；直接的 adv. 用快递 vt. 表达；表示；挤压出；快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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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Farge 1 n.(Farge)人名；(西)法尔赫；(英)法奇；(法)法尔热；(德)法尔格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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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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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finish 1 ['finiʃ] vt.完成；结束；用完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结束；完美；回味（葡萄酒）

152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153 Geneva 1 [dʒi'ni:və] n.日内瓦（瑞士西南部城市）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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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156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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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
伯、巴基)哈伊

159 hand 1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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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headquarters 1 [,hed'kwɔ:təz] n.总部；指挥部；司令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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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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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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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hop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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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Hopkins 1 ['hɔpkinz] n.霍普金（姓氏）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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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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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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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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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India 1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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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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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76 ing 1 [iŋ] abbr.惯性导航与制导（InertialNavigationandGuidance）；强中子发生器（IntenseNeutronGenerator） n.(Ing)人名；(柬)
英；(朝)剩

177 investigation 1 [in,vesti'geiʃən] n.调查；调查研究

178 issue 1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
179 Johns 1 [dʒɔnz] n.约翰斯（姓氏）

180 Jonathan 1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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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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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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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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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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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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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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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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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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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192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193 messag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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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195 mike 1 n.扩音器，麦克风；话筒；休息,游手好闲 vi.使用扩音器；偷懒,游手好闲 vt.用扩音器传送；用窃听器窃听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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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missing 1 ['misiŋ] adj.失踪的；缺少的 v.错过（miss的ing形式）；想念；漏掉 n.(Missing)人名；(德)米辛

198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
199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200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01 musto 1 n. 马斯托



202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203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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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normality 1 [nɔ:'mæləti] n.常态；[化学]当量浓度；[化学]规定浓度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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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7 noting 1 英 ['nəʊtɪŋ] 美 ['noʊtɪŋ] n. 注释法；计算法 动词no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08 object 1 ['ɔbdʒikt, -dʒekt, əb'dʒekt] n.目标；物体；客体；宾语 vt.提出…作为反对的理由 vi.反对；拒绝

209 occurrence 1 [ə'kə:rəns, -'kʌ-] n.发生；出现；事件；发现

210 occurs 1 [ə'kɜːz] 动词occur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11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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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ongoing 1 ['ɔn,gəuiŋ, 'ɔ:n-] adj.不间断的，进行的；前进的 n.前进；行为，举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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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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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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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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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218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
219 perfect 1 ['pə:fikt, pə'fekt] adj.完美的；最好的；精通的 vt.使完美；使熟练 n.完成式 n.(Perfect)人名；(英)珀费克特

220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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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pete 1 [pi:t] n.保险箱，银箱

223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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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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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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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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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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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230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231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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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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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reported 1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235 represents 1 [ˌreprɪ'zent] vt. 表现；表示；描绘；代表；象征；说明；阐明 vi. 提出异议

236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237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38 road 1 [rəud] n.公路，马路；道路；手段 vt.（狗）沿臭迹追逐（猎物） adj.（美）巡回的 n.(Road)人名；(英)罗德

239 search 1 [sə:tʃ] vi.搜寻；调查；探求 vt.搜索；搜寻；调查；搜查；探求 n.搜寻；探究，查究 n.(Search)人名；(英)瑟奇

240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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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shields 1 n.盾（shield的名词复数）；护罩；盾形奖牌；保护人 vt.掩护（shield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庇护；给…加防护罩 n.
（英）希尔兹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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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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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45 solution 1 [sə'lju:ʃən] n.解决方案；溶液；溶解；解答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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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248 spreads 1 [spred] v. 传播；展开；散布；铺开；伸展；涂撒 n. 范围；传播；差额；幅度；盛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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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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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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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strongly 1 ['strɔŋli, 'strɔ:ŋ-] adv.强有力地；坚强地；激烈地；气味浓地

253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254 Switzerland 1 ['switsələnd] n.瑞士（欧洲国家）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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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6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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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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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60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261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262 timing 1 ['taimiŋ] n.定时；调速；时间选择 v.为…安排时间；测定…的时间（time的ing形式）

263 togetherness 1 [tə'geðənis] n.相聚，家庭聚会；团结精神；归属感

264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65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266 unclear 1 英 [ˌʌn'klɪə(r)] 美 [ˌʌn'klɪr] adj. 不清楚的；含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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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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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270 urged 1 ['ɜːdʒd] v. 催促；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71 us 1 pron.我们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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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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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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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warned 1 英 [wɔːn] 美 [wɔː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277 washing 1 ['wɔʃiŋ, 'wɔ:ʃ-] n.洗涤；洗涤剂；要洗的衣物 adj.洗涤用的，清洗用的 v.洗；使受洗礼（wash的ing形式）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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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wearing 1 [wεə riŋ, wεərŋ, 'wεəriŋ] adj.磨损的；穿用的；令人疲倦的 v.穿着；磨损（wear的ing形式） n.(Wearing)人名；(英)韦尔林

280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81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282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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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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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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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6 wor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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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

287 worst 1 [wə:st, 'wə:st] adj.最差的，最坏的；最不利的；效能最低的 n.最坏；最坏的时候 adv.最坏地；最不利地 n.(Worst)人名；
(英、德)沃斯特

288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289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90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91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