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2-08 [Health and Lifestyle] How Will Our Lives Change After
COVID-19 Is Gon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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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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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that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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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nd 1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6 in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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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pandemic 14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9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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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h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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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will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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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people 9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4 be 7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5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6 some 6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>
稍微

17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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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you 6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9 habits 5 ['hæbɪt] n. 习惯；习性

20 hom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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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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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public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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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spread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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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VOA 5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25 wearing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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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dded 4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27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8 anothe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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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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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changes 4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31 fac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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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health 4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33 how 4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34 important 4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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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les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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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38 mask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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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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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40 university 4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41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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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wear 4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43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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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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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ecome 3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47 cleanliness 3 ['klenlinis] n.清洁

48 Columbia 3 [kə'lʌmbiə] n.哥伦比亚

49 comm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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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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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ovid 3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52 disease 3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53 diseases 3 [dɪ'ziː zɪz] 病害

54 English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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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habit 3 ['hæbit] n.习惯，习性；嗜好 vt.使穿衣

56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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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have 3 [hæv, 弱həv, əv, v] vt.有；让；拿；从事；允许 aux.已经 n.(Have)人名；(芬)哈韦；(德)哈弗

58 howev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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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hygiene 3 ['haidʒi:n] n.卫生；卫生学；保健法

60 learning 3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61 likely 3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62 masks 3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63 mathema 3 马泰马

64 migh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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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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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67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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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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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71 told 3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72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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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74 work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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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76 Aaron 2 ['εərən] n.亚伦（男子名）；亚伦（摩西之兄，犹太教的第一祭司长）

77 amount 2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78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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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0 businesses 2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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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companies 2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83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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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effect 2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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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example 2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87 friends 2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88 glatt 2 n. 格拉特河(在瑞士)

89 goo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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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hand 2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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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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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lifestyle 2 ['laifstail] n.生活方式 保健的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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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Maryland 2 ['mεərilænd] n.马里兰（美国州名）

96 matteo 2 n. 马泰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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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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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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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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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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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paper 2 ['peipə] n.纸；论文；文件；报纸 adj.纸做的 vt.用纸糊；用纸包装 vi.贴糊墙纸；发交通违章传票 n.(Paper)人名；(俄)帕
佩尔

103 part 2 n.部分；角色；零件；一些；片段 vt.分离；分配；分开 vi.断裂；分手 adv.部分地 adj.部分的 n.(Part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帕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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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post 2 [pəust] n.岗位；邮件；标杆 vt.张贴；公布；邮递；布置 vi.快速行进 n.(Po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捷、瑞典、荷)波斯特

106 predicts 2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
107 professor 2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108 remain 2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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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respiratory 2 ['respərətəri, ri'spaiə-] adj.呼吸的

111 sai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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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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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3 silver 2 ['silvə] n.银；银器；银币；银质奖章；餐具；银灰色 adj.银的；含银的；有银色光泽的；口才流利的；第二十五周年的
婚姻 vi.变成银色 vt.镀银；使有银色光泽 n.(Silver)人名；(法)西尔韦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西尔弗

114 situation 2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115 Stat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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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staying 2 英 ['steɪɪŋ] 美 ['steɪŋ] n. 拉线(撑；刚性结合)；停留 动词stay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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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surfaces 2 英 ['sɜ fːɪs] 美 ['sɜ rːfɪs] n. 表面；外表；平面 adj. 表面的；肤浅的 vt. 在 ... 上加表层；使 ... 成平面 vi. 浮到水面；显露；在
表面工作

119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120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121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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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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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25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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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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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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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8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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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accept 1 [ək'sept] vt.接受；承认；承担；承兑；容纳 vi.承认；同意；承兑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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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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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133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34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135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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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airlines 1 ['erlaɪns] n. 航空公司

138 airplanes 1 飞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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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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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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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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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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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barun 1 巴隆,位于中国青海省

146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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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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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behaving 1 [bɪ'heɪv] v. 表现；行为；举止

150 boris 1 ['bɔris] n.鲍里斯（男子名）

151 breathing 1 ['bri:ðiŋ] n.呼吸；瞬间；微风 adj.呼吸的；逼真的 v.呼吸（breathe的现在分词）

152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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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buy 1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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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6 chose 1 [英[tʃəʊz] 美[tʃoz]] v.choose的过去式,选择 n.【法律】物体；动产 n.(Chose)人名；(法)肖兹

157 clean 1 [kli:n] adj.清洁的，干净的；清白的 vt.使干净 vi.打扫，清扫 adv.完全地 n.打扫 n.(Clean)人名；(英)克林

158 cleaning 1 ['kli:niŋ] n.清洗；清除；去污；大败 v.清洁（clean的ing形式）

159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160 cold 1 [kəuld] adj.寒冷的；冷淡的，不热情的；失去知觉的 n.寒冷；感冒 adv.完全地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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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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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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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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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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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coverings 1 ['kʌvərɪŋz] n. 覆盖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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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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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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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custom 1 n.习惯，惯例；风俗；海关，关税；经常光顾；[总称]（经常性的）顾客 adj.（衣服等）定做的，定制的

172 customs 1 ['kʌstəmz] n.海关；风俗（custom的复数）；习惯；关税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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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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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disinfecting 1 [ˌdɪsɪn'fekt] v. 消毒；杀菌

177 disinfection 1 [,disin'fekʃən] n.消毒，杀菌

178 district 1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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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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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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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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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3 dora 1 ['dɔ:rə] abbr.运筹学与分析局（DirectorateofOperationalandAnalysis）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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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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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ease 1 [i:z] vt.减轻，缓和；使安心 n.轻松，舒适；安逸，悠闲 vi.减轻，缓和；放松；灵活地移动

187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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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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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epidemiology 1 ['epi,di:mi'ɔlədʒi] n.流行病学；传染病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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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93 expectation 1 [,ekspek'teiʃən] n.期待；预期；指望

194 fade 1 [feid, fad] vi.褪色；凋谢；逐渐消失 vt.使褪色 adj.平淡的；乏味的 n.[电影][电视]淡出；[电影][电视]淡入 n.(Fade)人名；
(法)法德

195 fades 1 [feɪd] v. 逐渐消失；褪色；凋谢 n. 淡入；淡出

196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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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199 frequent 1 ['fri:kwənt, fri'kwent] adj.频繁的；时常发生的；惯常的 vt.常到，常去；时常出入于

200 freshness 1 ['freʃnis] n.新；新鲜；精神饱满

201 frightening 1 ['fraitəniŋ] adj.令人恐惧的；引起突然惊恐的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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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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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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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206 greet 1 [gri:t] vt.欢迎，迎接；致敬，致意；映入眼帘 n.(Greet)人名；(英)格里特

207 greeting 1 ['gri:tiŋ] n.问候，招呼；祝贺 v.致敬，欢迎（greet的现在分词）

208 greetings 1 n.问候；打招呼；问候语（greeting的复数）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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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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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1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212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213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214 industries 1 ['ɪndəstri] n. 工业；产业；行业；勤勉；勤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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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infectious 1 [in'fekʃəs] adj.传染的；传染性的；易传染的

216 influenza 1 [,influ'enzə] n.[内科]流行性感冒（简写flu）；家畜流行性感冒

217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218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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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large 1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221 lasting 1 ['lɑ:stiŋ, 'læstiŋ] adj.持久的；永恒的 n.[纺]厚实斜纹织物 v.持续；维持（last的ing形式）

222 leads 1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
223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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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25 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226 lining 1 ['lainiŋ] n.衬里；内层；衬套

227 linings 1 n. 衬里；内里；套筒（lining的复数）

228 listed 1 ['listid] adj.列出的；表列的；已登录的 v.列出；登记（list的过去分词）

229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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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1 lose 1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
232 maintain 1 [mein'tein] vt.维持；继续；维修；主张；供养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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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meals 1 [miː lz] n. 伙食 名词meal的复数形式.

235 memory 1 ['meməri] n.记忆，记忆力；内存，[计]存储器；回忆 n.(Memory)人名；(英)梅默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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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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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nationwide 1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
239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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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2 noun 1 [naun] n.名词 n.(Noun)人名；(以)努恩

243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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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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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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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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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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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opportunity 1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
251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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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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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256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257 perhaps 1 adv.或许；（表示不确定）也许；（用于粗略的估计）或许；（表示勉强同意或其实不赞成）也许；可能 n.假定；
猜想；未定之事

258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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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260 politically 1 [pə'litikli] adv.政治上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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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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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prices 1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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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products 1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266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67 Puerto 1 n.垭口，港口，山口 n.(Puerto)人名；(西)普埃尔托

268 purchasing 1 n.[贸易]采购（purchase的ing形式）；购买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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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71 raises 1 ['reɪzɪz] n. 加薪；增加 名词raise的复数形式.

272 receipt 1 [ri'si:t] n.收到；收据；收入 vt.收到

273 receipts 1 [rɪ'siː ts] n. 收入 名词receipt的复数形式.

274 regardless 1 adj.不管的；不顾的；不注意的 adv.不顾后果地；不管怎样，无论如何；不惜费用地

275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276 repeated 1 [ri'pi:tid] adj.再三的，反复的 v.重复；复述（repeat的过去分词）

277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278 restaurants 1 餐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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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Rico 1 ['rikəu] abbr.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（RacketeerInfluencedandCorruptOrganizationsAct） n.(Rico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
意、葡)里科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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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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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3 SARS 1 英 [sɑːz] 美 [sɑ rːz] abbr. 非典型肺炎(=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)

284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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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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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shaking 1 ['ʃeikiŋ] n.震动，震惊；挥动，摇动 v.握手（shake的ing形式）；摇动；颤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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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simply 1 ['simpli] adv.简单地；仅仅；简直；朴素地；坦白地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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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society 1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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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spokesperson 1 ['spəuks,pə:s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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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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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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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stores 1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298 strange 1 [streindʒ] adj.奇怪的；陌生的；外行的 adv.奇怪地；陌生地，冷淡地 n.(Strange)人名；(英)斯特兰奇；(瑞典、塞)斯特
朗格

299 strength 1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
300 stud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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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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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surroundings 1 [sə'raundiŋz] n.环境；周围的事物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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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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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305 through 1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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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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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309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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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touch 1 [tʌtʃ] vt.接触；触动；使轻度受害 vi.触摸；涉及；接近；提到 n.接触；触觉；格调；少许 n.(Touch)人名；(柬)杜；(英)
陶奇

312 touching 1 ['tʌtʃiŋ] adj.动人的，令人同情的 prep.至于，关于 v.接触；感动（touch的ing形式）

313 tradition 1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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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uncleanliness 1 英 ['ʌn'klenlɪ] 美 [ʌn'klenlɪ] adj. 不洁的 adv. 不洁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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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unsure 1 [,ʌn'ʃuə] adj.不确定的；不肯定的；没有自信的

318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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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viral 1 [ˈvaɪrəl] adj.病毒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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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wave 1 [weiv] vi.波动；起伏；挥手示意；摇动；呈波形 vt.卷（烫）发；向…挥手示意；使成波浪形 n.波动；波浪；高潮；挥手
示意；卷曲

323 weaker 1 [wiː kər] adj. 较弱的 形容词weak的比较级形式.

324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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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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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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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willing 1 ['wiliŋ] adj.乐意的；自愿的；心甘情愿的 v.决心；用意志力驱使；将（财产等）遗赠某人（will的现在分词） n.(Willing)
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维林；(英)威林

329 winter 1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
温特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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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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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workplace 1 ['wə:kpleis] n.工作场所；车间

333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34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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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337 yourself 1 [jɔ:'self, juə-, jə-] pron.你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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