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9-02 [As It Is] Is Telehealth the Future of Medicin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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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of 2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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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for 1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6 i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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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is 1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telemedicine 13 ['teli,medisin] n.（通过遥测、电视、电话等方式求诊的）远距离医学

9 doctor 9 vt.修理；篡改，伪造；为…治病；授以博士学位 n.医生；博士 vi.就医；行医

10 i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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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medicare 9 ['medi'kεə] n.（美、加）医疗保险（等于medicare）

12 sh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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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 telehealth 9 [tel'helθ] 远程卫生

14 abou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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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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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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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ha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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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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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t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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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1 worried 6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
22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3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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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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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mo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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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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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se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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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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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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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coronavirus 4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32 health 4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33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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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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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som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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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tha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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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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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visits 4 ['vɪzɪt] v. 拜访；参观；闲谈 n. 拜访；参观；聊天

39 americans 3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40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41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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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are 3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43 fraud 3 [frɔ:d] n.欺骗；骗子；诡计 n.(Fraud)人名；(法)弗罗

44 future 3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45 healthcare 3 ['helθkeə] 保健

46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47 Older 3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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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patient 3 adj.有耐心的，能容忍的 n.病人；患者 n.(Patient)人名；(法)帕蒂安

50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51 poll 3 [pəul] n.投票；民意测验；投票数；投票所 vt.投票；剪短；对…进行民意测验；获得选票 vi.投票 adj.无角的；剪过毛的；
修过枝的 n.(Poll)人名；(德、匈、罗、英)波尔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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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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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55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56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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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again 2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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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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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62 better 2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63 changed 2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4 chronic 2 ['krɔnik] adj.慢性的；长期的；习惯性的 n.(Chronic)人名；(英)克罗尼克

65 computer 2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66 congress 2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
67 cost 2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68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69 data 2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70 doctors 2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71 down 2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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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everyone 2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74 exper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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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fa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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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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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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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her 2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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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insulin 2 ['insjulin, 'insə-] n.[生化][药]胰岛素

82 issu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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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legislation 2 [,ledʒis'leiʃən] n.立法；法律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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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5 meeting 2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86 nonpartisan 2 [,nɔnpɑ:ti'zæn, nɔn'pɑ:tizən] adj.无党派的；超党派的 n.无党派的人

87 office 2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88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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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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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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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paid 2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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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patients 2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95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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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quality 2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97 shand 2 n. 尚德

98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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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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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stud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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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susan 2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103 talking 2 ['tɔ:kiŋ] adj.说话的，多嘴的；有表情的 n.讲话，谈论 v.谈论；讲话（talk的ing形式） n.(Talking)人名；(英)托金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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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06 think 2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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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traditional 2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109 trie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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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0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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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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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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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whi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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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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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worries 2 ['wʌrɪs] n. 烦恼；令人担忧的事物 名词worry的复数形式.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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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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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19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120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121 aitken 1 n.埃特金，艾特肯（姓氏）

122 Alexander 1 [,ælig'za:ndə] n.亚历山大（男子名）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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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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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27 andrew 1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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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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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131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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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3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134 balance 1 ['bæləns] n.平衡；余额；匀称 vt.使平衡；结算；使相称 vi.保持平衡；相称；抵销 n.(Balance)人名；(西)巴兰塞

135 basic 1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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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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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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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blood 1 [blʌd] n.血，血液；血统 vt.从…抽血；使先取得经验 n.(Blood)人名；(英、西)布拉德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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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called 1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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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chairman 1 ['tʃεəmən] n.主席，会长；董事长

144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145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146 committee 1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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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149 compan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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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151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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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154 countr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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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coverage 1 n.覆盖，覆盖范围；新闻报道

156 covers 1 英 ['kʌvə(r)] 美 ['kʌvər] n. 封面；盖子；套子；表面 v. 覆盖；涉及；包含；掩护；给…保险

157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158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159 crime 1 [kraim] n.罪行，犯罪；罪恶；犯罪活动 vt.控告……违反纪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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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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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62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63 disabled 1 [dis'eibld] adj.残废的，有缺陷的 v.使…失去能力（disabl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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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dishonest 1 [dis'ɔnist] adj.不诚实的；欺诈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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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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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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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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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0 downloaded 1 英 ['daʊnləʊd] 美 ['daʊnloʊd] v. 下载 n. 下载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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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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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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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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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energy 1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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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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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179 examine 1 [ig'zæmin] vt.检查；调查；检测；考试 vi.检查；调查

180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181 expanding 1 英 [ɪks'pændɪŋ] 美 [ɪk'spændɪŋ] adj. 扩展的；扩充的 动词expand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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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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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experimental 1 [ek,speri'mentəl, ek's-] adj.实验的；根据实验的；试验性的

185 exposure 1 [ik'spəuʒə] n.暴露；曝光；揭露；陈列

186 fair 1 [fεə] adj.公平的；美丽的，白皙的；[气象]晴朗的 adv.公平地；直接地；清楚地 vi.转晴 n.展览会；市集；美人 n.(Fair)人
名；(英、芬)费尔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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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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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191 foundation 1 [faun'deiʃən] n.基础；地基；基金会；根据；创立

192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93 geographic 1 [dʒiə'græfik] adj.地理的；地理学的

194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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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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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Grady 1 n. 格雷迪

198 Greater 1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
199 hands 1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
200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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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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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03 hit 1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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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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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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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208 infectious 1 [in'fekʃəs] adj.传染的；传染性的；易传染的

209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210 innovation 1 [,inəu'veiʃən] n.创新，革新；新方法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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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insurance 1 [in'ʃuərəns] n.保险；保险费；保险契约；赔偿金

213 interested 1 ['intristid, 'intər-] adj.感兴趣的；有权益的；有成见的 v.使…感兴趣（interest的过去分词）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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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involve 1 [in'vɔlv] vt.包含；牵涉；使陷于；潜心于

216 involves 1 英 [ɪn'vɒlv] 美 [ɪn'vɑːlv] vt. 包含；使忙于；牵涉；使卷入；使陷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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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jean 1 [dʒi:n, dʒein] n.牛仔裤；[纺]斜纹棉布

219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220 juliette 1 n. 朱丽叶

221 Kaiser 1 ['kaizə] n.（德国）皇帝

222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
223 labor 1 ['leibə] n.劳动；工作；劳工；分娩 vi.劳动；努力；苦干 vt.详细分析；使厌烦 n.(Labor)人名；(德、塞、法)拉博尔；(英)
拉博

224 lamar 1 [lə'ma:] n.拉马尔（男名，姓氏）

225 lawyer 1 ['lɔ:jə] n.律师；法学家 n.(Lawyer)人名；(英)劳耶

226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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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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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linked 1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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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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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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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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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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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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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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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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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Medicaid 1 ['medi,keid] n.（美）医疗补助计划

241 medicine 1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242 mental 1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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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Michigan 1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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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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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Murray 1 ['mʌri; 'mə:-] n.默里（男子名）；墨累河（澳大利亚东南部一条河流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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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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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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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253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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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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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opinion 1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257 opportunities 1 [ˌɒpə'tjuːnɪtɪs] npl. opportunity的复数形式，机会，时机

258 outcomes 1 n. 产出，结果，成果（名词outcome的复数形式）

259 party 1 n.政党，党派；聚会，派对；当事人[复数parties] vi.参加社交聚会[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]

260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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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pensions 1 ['penʃn] n. 养老金；退休金；抚恤金；年金；（欧洲等地的）私人小旅店 v. 发退休金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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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permanent 1 adj.永久的，永恒的；不变的 n.烫发（等于permanentwave）

265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266 phone 1 [fəun] n.电话；耳机，听筒 vt.打电话 vi.打电话 n.(Phone)人名；(老、缅)蓬

267 physically 1 ['fizikli] adv.身体上，身体上地

268 pl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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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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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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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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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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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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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program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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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public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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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pump 1 [pʌmp] vt.打气；用抽水机抽… n.泵，抽水机；打气筒 vi.抽水 n.(Pump)人名；(捷)蓬普；(英)庞普

278 pus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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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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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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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84 reopened 1 英 [ˌriː 'əʊpən] 美 [ˌriː 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
285 replace 1 [ri'pleis] vt.取代，代替；替换，更换；归还，偿还；把…放回原处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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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87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288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289 restricted 1 [ri'striktid] adj.受限制的；保密的 v.限制（restr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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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risks 1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
292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293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94 same 1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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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97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98 senate 1 ['senit] n.参议院，上院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

299 senator 1 ['senətə] n.参议员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议员；评议员，理事 n.(Senator)人名；(瑞典、斯威)塞纳托尔

300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301 shut 1 [ʃʌt] vt.关闭；停业；幽禁 vi.关上；停止营业 n.关闭 adj.关闭的；围绕的 n.(Shut)人名；(俄)舒特；(中)室(广东话·威妥玛)

302 shutdown 1 ['ʃʌtdaun] n.关机；停工；关门；停播

303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304 smartphone 1 英 ['smɑːtfəʊn] 美 ['smɑːrtfoʊn] n. Microsoft开发的新一代手机操作系统平台；智能手机

305 software 1 ['sɔftwεə, 'sɔ:-] n.软件

306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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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spring 1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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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311 substance 1 ['sʌbstəns] n.物质；实质；资产；主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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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sugar 1 ['ʃugə] n.糖；食糖；甜言蜜语 vt.加糖于；粉饰 vi.形成糖 n.(Sugar)人名；(英)休格

314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15 tak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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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317 talked 1 [tɔː k] v. 交谈；商讨；演讲；阐述；劝服 n. 谈话；会谈；讨论；讲话；空谈

318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319 teleconference 1 ['teli,kɔnfərəns] 电话会议；[通信]远程会议

320 tests 1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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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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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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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thinks 1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
325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326 treatment 1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327 trump 1 [trʌmp] n.王牌；法宝；喇叭 vt.胜过；打出王牌赢 vi.出王牌；吹喇叭 n.(Trump)人名；(英)特朗普

328 turn 1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

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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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unknown 1 ['ʌn'nəun] adj.未知的；陌生的，默默无闻的 n.未知数；未知的事物，默默无闻的人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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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ups 1 abbr. 不间断电源(=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) abbr. 联合包裹服务(=United Parcel Service)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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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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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users 1 ['juːzəs] n.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.

336 valuable 1 ['væljuəbl] adj.有价值的；贵重的；可估价的 n.贵重物品

337 verma 1 n. 韦尔马(在挪威；东经 8º03' 北纬 62º21')

338 Vermont 1 [və:'mɔnt] n.佛蒙特州（美国州名，略作VT）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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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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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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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wearable 1 ['wεərəbl] adj.可穿用的，可佩带的；耐用的 n.衣服

344 westford 1 韦斯特福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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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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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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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8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
349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