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1-15 [As It Is] Future of Business Travel Unclear as
Coronavirus Changes Work Lif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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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ravel 2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5 is 2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6 for 1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7 tha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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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h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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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i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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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1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1 business 10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12 from 9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3 i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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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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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 employees 6 [ˌemplɔɪ'iː 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
16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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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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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s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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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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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wi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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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work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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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3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4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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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percen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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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27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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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ac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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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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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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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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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contreras 4 孔特勒拉

33 disease 4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34 d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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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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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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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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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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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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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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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someth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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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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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travel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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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 used 4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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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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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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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American 3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50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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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EO 3 abbr.首席执行官；执行总裁（chiefexecutiveofficer）

52 companies 3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53 comp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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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onfident 3 ['kɔnfidənt] adj.自信的；确信的

55 coronavirus 3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56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57 dow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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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drives 3 n. 驱动程序；驱动器 名词drive的复数形式.

59 fly 3 [flai] vi.飞；驾驶飞机；飘扬 vt.飞行；飞越；使飘扬 n.飞行；苍蝇；两翼昆虫 adj.敏捷的 n.(Fly)人名；(法)弗利；(英)弗莱

60 hayek 3 哈耶克 n.(Hayek)人名；(捷)哈耶克；(英)海克；(阿拉伯)哈耶克

61 ju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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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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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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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s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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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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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technology 3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68 teleconferencing 3 ['teli,kɔnfərənsiŋ] adj.电话会议的 v.举行或参加电话会议（teleconference的ing形式）

69 told 3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70 tourism 3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
71 air 2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72 airlines 2 ['erlaɪns] n. 航空公司

73 amazon 2 ['æməzɔn] 亚马逊；古希腊女战士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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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5 auto 2 ['ɔ:təu] n.汽车（等于automobile）；自动 vi.乘汽车 n.(Auto)人名；(葡)奥托

76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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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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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California 2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80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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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的）食品罐头

81 certain 2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82 Clarke 2 [klɑ:k] n.[地化]克拉克（姓氏）

83 c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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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covid 2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85 delta 2 ['deltə] n.（河流的）三角洲；德耳塔（希腊字母的第四个字） n.(Delta)人名；(英、罗、葡)德尔塔

86 disinfectant 2 [,disin'fektənt] n.消毒剂 adj.消毒的

87 d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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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8 e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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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Evans 2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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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events 2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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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future 2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94 go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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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h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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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97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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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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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Jonathan 2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100 kelly 2 ['keli] n.黄绿色，鲜绿色

101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02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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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lindland 2 n. 林德兰(在美国；西经 106º04' 北纬 40º34')

104 march 2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105 mbc 2 =Maximum Breathing Capacity (一分钟)最大呼吸(换气)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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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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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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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norma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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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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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12 once 2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113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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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quarantine 2 ['kwɔrənti:n] vt.检疫；隔离；使隔离 n.检疫；隔离；检疫期；封锁 vi.实行隔离

116 rebecca 2 [ri'bekə] n.丽贝卡（女子名，寓意迷人的美）

117 regional 2 ['ri:dʒənəl] adj.地区的；局部的；整个地区的

118 shows 2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119 southwest 2 [,sauθ'west] n.西南方 adj.西南的 adv.往西南；来自西南

120 substance 2 ['sʌbstəns] n.物质；实质；资产；主旨

121 sure 2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122 test 2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123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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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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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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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until 2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128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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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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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vide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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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volume 2 ['vɔlju:m] n.量；体积；卷；音量；大量；册 adj.大量的 vi.成团卷起 vt.把…收集成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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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134 acceptance 1 [ək'septəns] n.接纳；赞同；容忍

135 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
136 accounts 1 [ə'kaʊnts] n. 帐目；叙述；账户；客户，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.

137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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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140 adds 1 abbr.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(=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)

141 adviser 1 [əd'vaizə] n.顾问；劝告者；指导教师（等于advisor）

142 afraid 1 [ə'freid] adj.害怕的；恐怕；担心的

143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144 agrees 1 [ə'ɡriː ] v. 同意；赞成；承认；符合；一致

145 airline 1 ['εəlain] n.航空公司；航线 adj.航线的

146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147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48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49 ann 1 [æn] n.安（女子名）

150 ap 1 abbr.美国联合通讯社（AssociatedPress）；空气污染（AirPollution）；大气规划（AirProgram）；汇编程序
（AssemblyProgram） n.(Ap)人名；(中)鸭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51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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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assistant 1 [ə'sistənt] n.助手，助理，助教 adj.辅助的，助理的；有帮助的

154 attendees 1 n.（会议等的）出席者( attendee的名词复数 )

155 automotive 1 [,ɔ:təu'məutiv] adj.汽车的；自动的

156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57 bacteria 1 [bæk'tiəriə] n.[微]细菌

158 bastian 1 巴斯蒂安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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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Beijing 1 ['bei'dʒiŋ] n.北京（等于Peking或Pekin）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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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163 Brian 1 ['braiən] n.布莱恩（男子名）

164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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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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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calls 1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168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169 car 1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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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carried 1 ['kærid] adj.被运的；入神的；忘我的 v.保持（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搬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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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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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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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characteristic 1 [,kærəktə'ristik] adj.典型的；特有的；表示特性的 n.特征；特性；特色

176 chemical 1 ['kemikəl] n.化学制品，化学药品 adj.化学的

177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178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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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communicative 1 [kə'mju:nikətiv] adj.交际的；爱说话的，健谈的；无隐讳交谈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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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corporate 1 adj.法人的；共同的，全体的；社团的；公司的；企业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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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council 1 ['kaunsəl] n.委员会；会议；理事会；地方议会；顾问班子 n.(Council)人名；(英)康斯尔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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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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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cut 1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188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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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decide 1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191 decrease 1 [di'kri:s, 'di:-, 'di:kri:s, di'k-] n.减少，减小；减少量 vi.减少，减小 vt.减少，减小

192 dee 1 [di:] n.D形物；D（英语字母）；学位 n.(Dee)人名；(英)迪伊

193 depend 1 [di'pend] vi.依赖，依靠；取决于；相信，信赖

194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195 devices 1 [dɪ'vaɪsɪz] n. 设备

196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97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198 disinfects 1 [ˌdɪsɪn'fekt] v. 消毒；杀菌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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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Dubai 1 [英 [ˈdju:bai] 美 [duˈbaɪ]] n.迪拜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酋长国之一）；迪拜港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港市）

201 Durbin 1 n. 德宾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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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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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ed 1 [ed] abbr.Edmund，Edward，Edwin等的昵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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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electric 1 [i'lektrik] adj.电的；电动的；发电的；导电的；令人震惊的 n.电；电气车辆；带电体

207 employer 1 [im'plɔiə] n.雇主，老板

208 ends 1 ['endz] n. 结束；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.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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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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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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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214 expects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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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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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faster 1 ['fa:stə] adj.更快的 adv.更快地 n.(Faster)人名；(德、捷)法斯特

217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218 fears 1 英 [fɪə(r)] 美 [fɪr] n. 担心；害怕；恐惧；【中药学】相畏 v. 害怕；担心；恐惧

219 flown 1 v.飞行（fly的过去分词）

220 founder 1 ['faundə] vi.失败；沉没；倒塌；变跛 vt.破坏；使摔倒；垮掉 n.创始人；建立者；翻沙工

221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222 Gary 1 ['gæri] n.盖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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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germs 1 [dʒɜ rːms] n. 细菌 名词germ的复数形式.

225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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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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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229 harmful 1 ['hɑ:mful] adj.有害的；能造成损害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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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heavily 1 ['hevili] adv.沉重地；猛烈地；沉闷地

232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233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34 hotels 1 霍特尔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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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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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income 1 ['inkʌm] n.收入，收益；所得

238 industries 1 ['ɪndəstri] n. 工业；产业；行业；勤勉；勤劳

239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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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242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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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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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246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7 kill 1 [kil] vt.杀死；扼杀；使终止；抵消 vi.杀死 n.杀戮；屠杀 adj.致命的；致死的 n.(Kill)人名；(德)基尔

248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249 koenig 1 n. 凯尼格

250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251 l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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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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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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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56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57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258 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
259 lo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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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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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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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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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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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manages 1 ['mænɪdʒ] v. 管理；经营；做成；设法对付；提供；有空

266 Marcos 1 n.马科斯（姓氏）

267 Massachusetts 1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
268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269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270 mazen 1 马赞

271 mean 1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
272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273 meetings 1 ['miː tɪŋz] n. 会议 名词meeting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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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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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277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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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280 much 1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281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282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283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284 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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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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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observe 1 vt.庆祝 vt.观察；遵守；说；注意到；评论 vi.观察；说；注意到；评论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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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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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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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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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93 partly 1 ['pɑ:tli] adv.部分地；在一定程度上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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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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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peter 1 vt.逐渐消失；耗尽 vi.使…精疲力竭 n.麻醉品；保险箱 n.彼得(男子名)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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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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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9 planes 1 [pleɪns] n. 位面；飞机 名词plane的复数形式.

300 pleasure 1 ['pleʒə, 'plei-] n.快乐；希望；娱乐；令人高兴的事 vt.使高兴；使满意 vi.高兴；寻欢作乐

301 polestar 1 ['pəulstɑ:] n.[天]北极星；指导原则

302 policies 1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 lː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303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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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products 1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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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profitable 1 ['prɔfitəbl] adj.有利可图的；赚钱的；有益的

307 proven 1 ['pru:vən] v.证明（prove的过去分词）

308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309 recover 1 [ri'kʌvə] vt.恢复；弥补；重新获得 vi.恢复；胜诉；重新得球 n.还原至预备姿势 n.(Recover)人名；(西)雷科韦尔

310 reduced 1 [ri'dju:st] adj.减少的；[数]简化的；缩减的

311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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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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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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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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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resources 1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317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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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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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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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Sacramento 1 [,sækrə'mentəu] n.萨克拉门托（美国加州首府）

322 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
323 Sam 1 n.萨姆（男子名）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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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saved 1 ['seɪvd] adj. 保存了的；获救的 v. 救；节省；保存（动词s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326 second 1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327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328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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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0 settle 1 ['setl] vi.解决；定居；沉淀；下陷 vt.解决；安排；使…定居 n.有背长椅 n.(Settle)人名；(英)塞特尔

331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332 signed 1 [saind] adj.有符号的；已签字的；有正负之分的 v.署名；写下；预示；示意（sign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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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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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spokesman 1 ['spəuksm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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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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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stations 1 ['steɪʃn] n. 站；火车站；电视台；社会地位；牧羊场；驻地；岗位 v. 驻扎；安置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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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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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suspect 1 [sə'spekt, 'sʌspekt] n.嫌疑犯 adj.可疑的；不可信的 vt.怀疑；猜想 vi.怀疑；猜想

343 Sweden 1 ['swi:dən] n.瑞典（欧洲国家）

344 teaches 1 ['tiː tʃɪz] v. 教；教导；教授；教训（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45 telephones 1 英 ['telɪfəʊn] 美 ['telɪfoʊn] n. 电话 v. 打电话

346 television 1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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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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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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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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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352 Thomas 1 ['tɔməs] n.托马斯（男子名）；多马（耶稣十二门徒之一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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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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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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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trade 1 [treid] n.贸易，交易；行业；职业 vi.交易，买卖；以物易物 vt.用…进行交换

358 travelers 1 [t'rævlərz] 旅游者

359 trillion 1 ['triljən] n.[数]万亿 adj.万亿的 num.[数]万亿

360 trips 1 [trɪp] n. 旅行；摔倒；差错；轻快的步伐 vt. 使跌倒；使失败；使犯错；起锚；竖帆 vi. 绊倒；旅行；轻快地走；失误；
结巴

361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
362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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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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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unlikely 1 [,ʌn'laikli] adj.不太可能的；没希望的 adv.未必

366 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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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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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69 wears 1 英 [weə(r)] 美 [wer] v. 磨损；穿戴；使疲劳 n. 磨损；穿着；耐久性

370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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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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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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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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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work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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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77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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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zoom 1 n.急速上升；嗡嗡声；[摄]变焦摄影 vi.急速上升；摄像机移动 vt.使摄像机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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