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1-06 [As It Is] Hospitals Competing for Nurses as US
Coronavirus Cases Increase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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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bove 1 [ə'bʌv] prep.超过；在……上面；在……之上 adv.在上面；在上文 adj.上文的 n.上文

3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4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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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7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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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ffecting 1 [ə'fektiŋ] adj.动人的；感人的 v.影响（affect的ing形式）；感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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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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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3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4 and 1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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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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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18 a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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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reas 3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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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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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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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ssist 1 [ə'sist] n.帮助；助攻 vi.参加；出席 vt.帮助；促进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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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 at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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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Atlanta 1 [ət'læntə] n.亚特兰大（美国城市）

27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28 aya 1 (=acute yellow atrophy(liver)) 急性黄色肝萎缩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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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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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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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34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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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randeis 1 n.布兰代斯（人名）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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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urned 2 [bə:nd] adj.焦头烂额 v.[外科]烧伤（burn的过去式）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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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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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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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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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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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ares 1 n. 关心 名词care的复数形式.

45 cases 2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46 center 1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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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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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51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52 compan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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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ompeting 2 [kəm'piː tɪŋ] adj. 竞争的；抵触的；相互矛盾的 动词compete的现在分词.

54 confirms 1 英 [kən'fɜːm] 美 [kən'fɜ rːm] v. 证实；批准；确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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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oronavirus 6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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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over 1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
59 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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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特

62 daily 1 ['deili] adj.日常的；每日的 n.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日常地；每日；天天 n.(Daily)人名；(英)戴利

63 Dakota 1 [də'kəutə] n.达科他（美国过去一地区名，现分为南、北达科他州） adj.达科他人的

64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65 decides 1 [dɪ'saɪd] v. 决定；判断；断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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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departures 1 [dɪ'pɑ tːʃəz] n. 出发；出港 名词departure的名词形式.

68 diego 1 n.迭戈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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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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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docto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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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73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74 donelan 2 n. 唐兰

75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76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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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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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80 emergency 3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81 emotional 1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
82 emotionally 1 [i'məuʃənli] adv.感情上；情绪上；令人激动地；情绪冲动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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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employing 1 [ɪm'plɔɪ] v. 雇佣；使用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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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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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especially 2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88 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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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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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experience 3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91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92 exploding 1 英 [ɪk'spləʊd] 美 [ɪk'sploʊd] vi. 爆炸；激增；爆发 vt. 使爆炸；驳倒

93 extra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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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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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96 famil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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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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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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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feels 1 [fiː l] v. 感觉；觉得；触摸；摸起来；认为；摸索 n. 感觉；触觉

100 fitzpatrick 2 n. 菲茨帕特里克

101 f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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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flint 1 [flint] n.燧石；打火石；极硬的东西 n.(Flint)人名；(德、英、俄、法、瑞典)弗林特

103 for 1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4 four 2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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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Gardner 2 ['gɑ:dnə] n.加德纳（男子名）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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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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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gotten 1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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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gray 2 [grei] adj.灰色的；苍白的；灰白头发的；阴郁的 n.灰色；暗淡的光线 vi.成为灰色或灰白 vt.使成灰色或灰白 n.(Gray)人
名；(意)格拉伊；(英、法、葡、瑞典)格雷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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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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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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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5 hansen 1 ['hænsən] n.汉森（姓氏）

116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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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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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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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health 3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20 healthcare 1 ['helθkeə] 保健

121 heller 1 ['helə] n.捷克货币；昔德国之小铜币 n.(Heller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勒；(以)赫勒；(西、法)埃莱尔；(德、匈、罗、捷)黑
勒

122 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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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3 hol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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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24 ho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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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hospital 3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126 hospitalization 2 [,hɔspitəlai'zeiʃən, -li'zei-] n.住院治疗；医院收容；住院保险（等于hospitalizationinsurance）

127 hospitals 7 ['hɒspɪtlz] 医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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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Hurley 1 ['hə:li] n.赫尔利（姓氏）

130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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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illness 3 ['ilnis] n.病；疾病

132 in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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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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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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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increasing 2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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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infections 2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38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39 injured 1 ['indʒəd] adj.受伤的；受损害的

140 is 2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1 isolation 2 ['aisə'leiʃən] n.隔离；孤立；[电]绝缘；[化学]离析

142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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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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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145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146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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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Karen 1 ['ka:rən] n.凯伦（人名）；克伦邦（缅甸邦名）

148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149 kevin 1 ['kevin] n.凯文（男子名）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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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launched 1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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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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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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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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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litt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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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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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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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management 1 ['mænidʒmənt] n.管理；管理人员；管理部门；操纵；经营手段

161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62 mask 1 [mɑ:sk, mæsk] n.面具；口罩；掩饰 vi.掩饰；戴面具；化装 vt.掩饰；戴面具；使模糊

163 masks 1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164 medical 5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65 Members 4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166 Michigan 2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
167 mid 1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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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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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mouth 1 [mauθ] n.口，嘴；河口 vt.做作地说，装腔作势地说；喃喃地说出 vi.装腔作势说话

172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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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nationwide 1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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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needed 2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76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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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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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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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nurse 4 [nə:s] vt.看护，护理；照顾；培养；给…喂奶 vi.照料，护理；喂奶；当保姆 n.护士；奶妈，保姆 n.(Nurse)人名；(英)纳
斯

182 nurses 19 ['nɜːsɪz] n. 护士；看护；保姆 名词nurse的复数形式.

183 nursing 3 ['nə:siŋ] n.护理；看护；养育 v.看护；养育（nurse的ing形式）

184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185 of 1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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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188 officer 1 ['ɔfisə, 'ɔ:-] n.军官，警官；公务员，政府官员；船长 vt.指挥 n.(Officer)人名；(英)奥菲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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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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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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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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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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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operates 1 英 ['ɒpəreɪt] 美 ['ɑːpəreɪt] v. 操作；运转；经营；动手术

196 operating 1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
197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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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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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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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outbreak 2 ['autbreik, ,aut'breik] n.（战争的）爆发；（疾病的）发作 vi.爆发

202 outbreaks 1 暴发

203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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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overall 1 ['əuvərɔ:l, ,əuvə'rɔ:l] adj.全部的；全体的；一切在内的 adv.全部地；总的说来 n.工装裤；罩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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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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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patients 3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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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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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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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phrasal 1 ['freizl] adj.短语的；习惯用语的，成语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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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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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16 plead 1 [pli:d] vt.借口；为...辩护；托称 vi.恳求；辩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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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pleading 1 ['pli:diŋ] n.恳求；答辩；辩论，诉状 adj.恳求的 v.辩护（plead的ing形式）

218 policy 2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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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presence 1 ['prezəns] n.存在；出席；参加；风度；仪态

221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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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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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problem 2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225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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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protect 2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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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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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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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recorded 1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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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34 replacing 1 [rɪ'pleɪsɪn] adj. 更换的；替代的 动词repla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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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resigned 1 [ri'zaind] adj.顺从的；已辞职的；己放弃的 v.辞职；顺从（r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237 resigning 1 [rɪ'zaɪn] v. 辞职；放弃；顺从；听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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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resulted 1 [rɪ'zʌlt] n. 结果；成果；答案；成绩；(足球比赛)赢 v. 产生；致使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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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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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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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244 risley 2 n. 里斯利

245 Robert 1 ['rɔbət] n.罗伯特（男子名）

246 room 2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247 rural 2 ['ruərəl] adj.农村的，乡下的；田园的，有乡村风味的

248 ruth 1 [ru:θ] n.露丝（女子名）；路得；路得记

249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250 said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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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San 1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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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54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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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seeking 1 [siː 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
257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58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
259 serious 2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260 seriously 1 ['siəriəsli, 'si:r-] adv.认真地；严重地，严肃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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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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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2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263 shand 2 n. 尚德

264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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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5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266 shortage 2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
267 sick 3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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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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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sm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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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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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social 2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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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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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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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State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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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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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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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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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surprising 1 [sə'praiziŋ] adj.令人惊讶的；意外的 v.使惊奇；意外发现（surprise的ing形式）

283 susan 2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84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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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teams 1 [tiː m] n. 队；组 v. 使相配；使合作；结成一队 adj. 团队的

287 test 1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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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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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t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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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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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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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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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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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98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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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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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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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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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3 to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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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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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305 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
306 trained 4 [treɪnd] adj.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07 traveling 3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
308 treats 1 [triː t] v. 对待；视为；探讨；治疗；处理；请客 n. 款待；宴飨

309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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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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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us 1 pron.我们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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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15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16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317 verb 1 [və:b] n.动词；动词词性；动词性短语或从句 adj.动词的；有动词性质的；起动词作用的 n.(Verb)人名；(俄)韦尔布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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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vice 2 [vais] n.恶习；缺点；[机]老虎钳；卖淫 prep.代替 vt.钳住 adj.副的；代替的 n.(Vice)人名；(塞)维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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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22 Wausau 1 n.沃索(佛罗里达州)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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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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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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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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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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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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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Wisconsin 3 [wis'kɔnsin] n.威斯康星州（美国州名）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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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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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3 wor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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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4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335 working 2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336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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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worrying 1 ['wʌriiŋ, -'wə:-] adj.令人担心的；烦恼的 v.担心（worry的ing形式）

339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40 younger 1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
341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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