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1-20 [As It Is] Pacific Islands, Secretive Nations Among the
Last COVID-Free Place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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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ommodation 2 [ə,kɔmə'deiʃən] n.住处，膳宿；调节；和解；预订铺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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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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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6 activating 1 ['æktɪveɪtɪŋ] adj. 激活的 动词activa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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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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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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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irport 1 ['εəpɔ:t] n.机场；航空站

13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4 already 2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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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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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9 and 2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0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21 Antarctic 1 n.南极洲，南极地区 adj.南极的

22 Antarctica 7 [ænt'ɑ:ktikə] n.南极洲

23 anti 2 ['ænti, -tai] adj.反对的 n.反对者，反对论者 n.(Anti)人名；(意)安蒂；(阿拉伯)安提

24 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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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r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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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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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rriving 2 [ə'raɪv] vi. 到达；到来；成功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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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shley 2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31 Asian 1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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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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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35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36 banned 1 [bæn] v. 禁止；剥夺权利 n. 禁令；禁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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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e 6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9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40 been 5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41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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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believe 3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43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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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oat 1 [bəut] n.小船；轮船 vi.划船

46 border 2 ['bɔ:də] n.边境；边界；国界 vt.接近；与…接壤；在…上镶边 vi.接界；近似 n.(Border)人名；(英)博德

47 boundary 1 ['baundəri] n.边界；范围；分界线

48 burned 1 [bə:nd] adj.焦头烂额 v.[外科]烧伤（burn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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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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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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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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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ampaign 1 [kæm'pein] vi.作战；参加竞选；参加活动 n.运动；活动；战役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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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）食品罐头

55 ca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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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ases 7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57 Catherine 1 ['kæθərin] n.凯瑟琳（女子名）

58 Caty 1 卡蒂

59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60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61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62 chamber 1 ['tʃeimbə] n.（身体或器官内的）室，膛；房间；会所 adj.室内的；私人的，秘密的 vt.把…关在室内；装填（弹药等）
n.(Chamber)人名；(英)钱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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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laim 2 [kleim] vi.提出要求 vt.要求；声称；需要；认领 n.要求；声称；索赔；断言；值得

65 claims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
66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67 closing 1 ['kləuziŋ] adj.收盘的；结束的；结尾的 n.结尾辞 v.关闭（close的ing形式）

68 comment 1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69 commerce 1 n.贸易；商业；商务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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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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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confirmed 2 [kən'fə:md] adj.确认的；保兑的；坚定的；惯常的 v.确证；使坚定（confirm的过去分词）；批准

73 continent 2 ['kɔntinənt] n.大陆，洲，陆地 adj.自制的，克制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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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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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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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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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counted 1 [kaʊnt] v. 计算；视为；依赖；重要，有价值 n. 计数；总数 n. 伯爵（欧洲国家的贵族头衔）

80 countries 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81 country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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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coverings 1 ['kʌvərɪŋz] n. 覆盖物

83 covid 4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84 critical 1 ['kritikəl] adj.鉴定的；[核]临界的；批评的，爱挑剔的；危险的；决定性的；评论的

85 cross 1 n.交叉，十字；十字架，十字形物 vi.交叉；杂交；横过 vt.杂交；渡过；使相交 adj.交叉的，相反的；乖戾的；生气的

86 cruise 2 [kru:z] vi.巡航，巡游；漫游 vt.巡航，巡游；漫游 n.巡航，巡游；乘船游览 n.(Cruise)人名；(德)克鲁伊泽；(英)克鲁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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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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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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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dea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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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deaths 2 ['deθs] 死亡人口

92 delay 1 [di'lei] vi.延期；耽搁 vt.延期；耽搁 n.延期；耽搁；被耽搁或推迟的时间 n.(Delay)人名；(英)迪莱；(法)德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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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destroy 2 [di'strɔi] vt.破坏；消灭；毁坏

95 device 1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96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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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diplomats 1 ['dɪpləmæts] 外交官；有外交手腕的人

99 directly 1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100 disease 7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101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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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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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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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5 doubt 1 [daut] n.怀疑；疑问；疑惑 v.怀疑；不信；恐怕；拿不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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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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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109 economies 2 [ɪ'kɒnəmɪz] 节约；经济（名词economy的复数形式）

110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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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113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114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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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especially 2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17 evacuate 1 [i'vækjueit] vt.疏散，撤退；排泄 vi.疏散；撤退；排泄

118 evacuated 1 [ɪ'vækjʊeɪtɪd] adj. 撤退的；疏散的 动词evacu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19 eve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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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121 every 2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122 everywhere 1 ['evrihwεə] adv.到处 n.每个地方

123 except 1 [ik'sept] vt.不计；把…除外 vi.反对 prep.除…之外 conj.除了；要不是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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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existence 1 [ig'zistəns] n.存在，实在；生存，生活；存在物，实在物

126 experts 2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27 extreme 2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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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felt 1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130 fight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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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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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Fiji 1 ['fi:dʒi:] n.斐济（太平洋西南部的岛国，在新西兰之北，首都苏瓦）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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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finnemore 1 n. 芬尼莫尔

134 firmly 1 ['fə:mli] adv.坚定地，坚决地；坚固地，稳固地

135 first 1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136 flights 2 [flaɪt] n. 飞行；航班；镖尾；逃走，逃离，溃逃

137 floating 1 ['fləutiŋ] adj.流动的；漂浮的，浮动的 v.漂浮（float的现在分词）

138 flotation 1 ['fləu'teiʃən] n.浮选（等于floatation）

139 flown 1 v.飞行（fly的过去分词）

140 flying 1 ['flaiiŋ] adj.飞行的 n.飞行 v.飞（fly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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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43 free 5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144 French 1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
145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46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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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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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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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152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53 guinea 1 ['gini] n.几内亚；基尼（英国旧时金币名）

154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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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5 hard 2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156 harm 1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
157 harming 1 英 [hɑːm] 美 [hɑ rːm] n. 危害；伤害；损害 vt. 伤害；损害

158 has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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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hav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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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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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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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health 5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63 healthcare 1 ['helθkeə] 保健

164 hemisphere 1 ['hemi,sfiə] n.半球

165 hiding 2 ['haidiŋ] n.隐匿；躲藏处；殴打 n.(Hiding)人名；(瑞典)希丁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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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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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hotel 1 [həu'tel] n.旅馆，饭店；客栈 vt.使…在饭店下榻 vi.进行旅馆式办公 n.(Hotel)人名；(法)奥泰尔

169 howev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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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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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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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illegal 1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
173 impact 2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
174 in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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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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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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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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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influence 1 ['influəns] n.影响；势力；感化；有影响的人或事 vt.影响；改变

180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81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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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84 island 1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
185 Islands 4 ['ailənds] n.群岛（island的复数）；岛屿

186 isolating 1 ['aisəleitiŋ] adj.孤立的；绝缘的 v.使隔离；使绝缘（isolate的ing形式）

187 i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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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its 5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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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Jong 1 [jɔŋ] n.小伙子；（旧时的）青年男奴 n.(Jong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永；(德、荷)容

191 journey 1 ['dʒə:ni] n.旅行；行程 vi.旅行 n.(Journey)人名；(英)朱尼，朱妮(女名)

192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193 kee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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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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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kep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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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6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197 Kim 1 [kim] n.金姆（人名）

198 Kiribati 1 ['kiribæs] n.基里巴斯（位于西太平洋）

199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200 Korea 6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201 Kore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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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lacks 1 [læk] n. 缺乏；无 v. 缺乏；不足

203 la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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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205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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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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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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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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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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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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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locals 1 ['ləʊklz] n. 当地

213 lockdown 2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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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5 major 4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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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m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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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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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218 managers 1 ['mænɪdʒəz] 经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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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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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Marshall 1 ['mɑ:ʃəl] n.马歇尔（姓氏，男子名，等于Mar'shal）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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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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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225 measures 2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226 medical 2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227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228 meters 1 英 ['miː tə(r)] 美 ['miː 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
229 Michelle 1 [mi:'ʃel] n. 米歇尔(女子名)

230 Micronesia 1 [,maikrəu'ni:ziə; -ʒə] n.密克罗尼西亚（西太平洋岛群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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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m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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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mill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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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235 monitoring 1 ['mɔnitəriŋ] n.监视，[自]监控；检验，检查 v.监视，[通信][军]监听，监督（monitor的ing形式）

236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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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mo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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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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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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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nation 2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241 national 2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242 nations 3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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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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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n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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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north 10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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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numb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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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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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of 3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51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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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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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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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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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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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operate 1 vi.运转；动手术；起作用 vt.操作；经营；引起；对…开刀

258 or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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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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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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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262 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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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outbreak 5 ['autbreik, ,aut'breik] n.（战争的）爆发；（疾病的）发作 vi.爆发

264 outbreaks 2 暴发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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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267 pacific 6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
268 pandemic 3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69 Papua 1 ['pæpjuə] n.巴布亚岛（新几内亚岛NewGuinea的旧名）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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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Paula 1 ['pɔ:lə] n.保拉（女子名）

272 people 10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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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permitted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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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plac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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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place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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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8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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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Polynesia 1 [,pɔli'ni:zjə; -ʒiə] n.玻里尼西亚（中太平洋的岛群）

281 poor 1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282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283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284 prepared 1 adj.准备好的 v.准备（prepare的过去分词）

285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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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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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process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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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programs 2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290 public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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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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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quarantined 1 英 ['kwɒrəntiː n] 美 ['kwɔː rəntiː n] n. 隔离；检疫期间；封锁交通；四十天 vt. 检疫；停止交涉 vi. 检疫

293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94 recommended 2 [rekə'mendɪd] adj. 被推荐的 动词recomm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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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96 rejected 1 ['riː dʒekt] vt. 拒绝；排斥；驳回；丢弃 n. 不合格产品；被拒之人

297 religious 1 [ri'lidʒəs] adj.宗教的；虔诚的；严谨的；修道的 n.修道士；尼姑

298 remain 1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
299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300 remove 1 [ri'mu:v] vt.移动，迁移；开除；调动 vi.移动，迁移；搬家 n.移动；距离；搬家

301 repatriation 2 [,ri:peitri'eiʃən] n.遣送回国；调回本国

302 report 2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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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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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5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306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307 restricted 3 [ri'striktid] adj.受限制的；保密的 v.限制（restr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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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returning 1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
310 risen 1 ['rizən] adj.升起的 v.升高；站起来；反抗（rise的过去分词）

311 rogan 1 n. 罗根

312 room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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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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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Samoa 1 [sə'məuə] n.萨摩亚（南太平洋中部一群岛）

315 says 5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16 scientific 1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
317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318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319 secretary 1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
320 secretive 2 [si'kri:tiv, 'sikrətiv] adj.秘密的；偷偷摸摸的；促进分泌的

321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322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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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services 2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325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326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327 severely 1 [si'viəli] adv.严重地；严格地，严厉地；纯朴地

328 shand 1 n. 尚德

329 shares 1 n.[金融]股份（share的复数形式） v.[计]共享，共有；分配（share的三单形式）

330 sharply 1 ['ʃa:pli]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

331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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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32 ship 1 [ʃip] vt.运送，乘船；以船运送 vi.上船；乘船旅行；当船员 n.船；舰；太空船 n.(Ship)人名；(中)摄(广东话·威妥玛)

333 ships 1 [ʃɪps] n.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.

334 shot 1 n.发射；炮弹；射手；镜头 adj.用尽的；破旧的；杂色的，闪光的 v.射击（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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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337 si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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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sickness 1 ['siknis] n.疾病；呕吐；弊病

339 signs 1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340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341 single 3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342 sits 1 [sɪt] v. 坐；栖息；使就座 n. 坐；栖息

343 sleep 1 [sli:p] vi.睡，睡觉 n.睡眠 n.(Sleep)人名；(英)斯利普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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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Smallwood 2 n. 斯莫尔伍德

346 smuggling 2 ['smʌgliŋ] n.走私 v.走私 偷运

347 socially 1 ['səuʃəli] adv.在社会上；在社交方面；善于交际地

348 Solomon 1 ['sɔləmən] n.所罗门（男子名）；所罗门（古以色列国王大卫之子，以智慧著称）；大智者，聪明人
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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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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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稍微

350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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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south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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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354 spare 1 [spεə] vt.节约，吝惜；饶恕；分出，分让 vi.饶恕，宽恕；节约 adj.多余的；瘦的；少量的 n.剩余；备用零件

355 spared 2 英 [speə(r)] 美 [sper] adj. 备用的；多余的；闲置的 v. 抽出；饶恕；赦免；节约 n. 备用品；剩余

356 spreading 2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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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start 2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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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st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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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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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stopping 1 ['stɔpiŋ] n.停止；制止；填塞物 v.停止；妨碍（stop的ing形式）
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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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stronger 1 [英[strɒŋə(r)] 美[strɒŋə]] adj.更强壮的

365 struggled 1 ['strʌgəld] adj.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66 struggling 1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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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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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370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371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372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373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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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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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taumoepeau 1 陶莫佩奥

377 TENS 1 十位

378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3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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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tested 2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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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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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the 5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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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386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387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88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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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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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1 Thompson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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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3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394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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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5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3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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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to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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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98 tonga 4 ['tɔŋgə] n.轻便双轮马车；维司病

399 tourism 3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
400 tourists 1 ['tuərɪsts] n. 旅游者，旅行者，观光客（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）

401 traffic 1 ['træfik] n.交通；运输；贸易；[通信]通信量 vt.用…作交换；在…通行 vi.交易，买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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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travelers 2 [t'rævlərz] 旅游者

404 travel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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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05 troops 2 n.[军]部队；[军]军队（troop的复数形式）

406 truly 1 ['tru:li] adv.真实地，不假；真诚地 n.(Truly)人名；(英)特鲁利

407 truth 1 [tru:θ] n.真理；事实；诚实；实质

408 truthfulness 1 ['tru:θfulnis] n.真实；坦率；正当

409 Turkmenistan 5 [,tə:kmeni'stɑ:n; -'stæn] n.土库曼斯坦（位于中亚）

410 Tuvalu 1 [,tu:və'lu:; tu:'vɑ:lu] n.图瓦卢（西太平洋岛国，旧称埃利斯群岛）

411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412 un 1 [ʌn, ən] pron.家伙，东西 n.(Un)人名；(柬)温

413 unemployment 1 [,ʌnim'plɔimənt] n.失业；失业率；失业人数

414 usually 2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415 vacation 1 [və'keiʃən] n.假期；（房屋）搬出 vi.休假，度假

416 Vanuatu 1 [,vɑ:nu:'ɑ:tu:] n.瓦努阿图（西南太平洋岛国）

417 ve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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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virus 9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419 visited 1 v.拜访，访问（visit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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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4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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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wear 2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424 weather 1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425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426 Weeks 3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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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where 4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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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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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1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4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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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3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4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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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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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36 workers 2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437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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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9 yet 3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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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0 zero 1 ['ziərəu, 'zi:rəu] n.零点，零度 num.零 n.(Zero)人名；(意)泽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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