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1-02 [As It Is] How COVID-19 Took Over the World in 2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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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ess 1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
3 actual 1 ['æktʃuəl] adj.真实的，实际的；现行的，目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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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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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vice 1 [əd'vais] n.建议；忠告；劝告；通知

8 affects 2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9 Africa 2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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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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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g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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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id 1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
14 aids 1 abbr.艾滋病（AcquiredImmuneDeficiencySyndrome）；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症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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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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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9 and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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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ti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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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ppeared 2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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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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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6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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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ssociated 4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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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 atlas 1 n.地图集；寰椎

30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31 babies 1 ['beɪbi] n. 婴儿；宝贝儿；孩子气的人 adj. 婴儿的；小型的 vt. 溺爱

32 bac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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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ecame 2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34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35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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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
38 boat 1 [bəut] n.小船；轮船 vi.划船

39 bord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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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orders 1 n.鲍德斯（公司名，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）

41 born 1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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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Brazil 2 [brə'zil] n.巴西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43 Brazilians 1 [brə'zɪliənz] 漂白或染色细平布

44 breaking 1 ['breikiŋ] n.破坏；阻断 v.破坏（break的ing形式）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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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ringing 1 [briŋ] vt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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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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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bu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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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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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52 canceled 1 ['kænsl] v. 取消；作废；注销；抵消；删除 n. 取消；删除

53 capable 1 ['keipəbl] adj.能干的，能胜任的；有才华的

54 c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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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ares 1 n. 关心 名词care的复数形式.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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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ases 5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58 catching 1 ['kætʃiŋ] adj.传染性的；有魅力的 v.抓住（catch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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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ausing 2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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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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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eremonies 1 英 ['serəməni] 美 ['serəmoʊni] n. 仪式；礼节；典礼

64 children 2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65 china 5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66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67 claime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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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lassroom 1 ['klɑ:srum] n.教室

69 climb 1 [klaim] vi.爬；攀登；上升 vt.爬；攀登；上升 n.爬；攀登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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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closed 3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72 closing 2 ['kləuziŋ] adj.收盘的；结束的；结尾的 n.结尾辞 v.关闭（close的ing形式）

73 collapse 1 vi.倒塌；瓦解；暴跌 vt.使倒塌，使崩溃；使萎陷；折叠 n.倒塌；失败；衰竭

74 collapsed 1 [kə'læpzd] adj. 倒塌的

75 comments 2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76 communist 1 ['kɔmjunist] n.共产党员；共产主义者 adj.共产主义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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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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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continued 1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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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controls 2 英 [kən'trəʊls] 美 [kən'troʊls] n. 控制器；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.

82 coronavirus 8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83 cos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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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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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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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country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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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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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course 1 n.科目；课程；过程；进程；道路；路线，航向；一道菜 vt.追赶；跑过 vi.指引航线；快跑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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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coverings 1 ['kʌvərɪŋz] n. 覆盖物

90 covid 7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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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criticized 2 ['krɪtɪsaɪz] v. 批评；挑剔；评论；非难；吹毛求疵

93 crowded 2 ['kraudid] adj.拥挤的；塞满的 v.拥挤（crowd的过去分词）

94 crui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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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dail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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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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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dea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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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dealt 1 [delt] v.处理（dea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00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101 deaths 4 ['deθs] 死亡人口

102 delayed 1 [di'leid] adj.延时的；定时的 v.延迟（delay的过去式）

103 denied 1 [dɪ'naɪəd] adj. 被否认的；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4 diamond 1 ['daiəmənd] n.钻石，金刚石；菱形；方块牌 adj.菱形的；金刚钻的 n.(Diamond)人名；(英、意、葡)戴蒙德；(法)迪亚
蒙

105 did 4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06 disease 8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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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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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downplay 1 ['daunplei] vt.不予重视；将...轻描淡写

110 downplayed 1 [ˌdaʊn'pleɪ] v. 低估；对…轻描淡写；不予重视

111 drug 1 [drʌg] n.药；毒品；麻醉药；滞销货 vt.使服麻醉药；使服毒品；掺麻醉药于 vi.吸毒 n.(Drug)人名；(罗)德鲁格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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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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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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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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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eased 2 [iː zd] adj. 放松的 动词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18 economic 3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119 economy 2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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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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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e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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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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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125 epidemic 1 [,epi'demik] adj.流行的；传染性的 n.传染病；流行病；风尚等的流行

126 epidemics 1 [ˌepɪ'demɪks] n. 流行病 名词epidemic的复数形式.

127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
128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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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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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exchange 1 [iks'tʃeindʒ] n.交换；交流；交易所；兑换 vt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 vi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

132 f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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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factories 1 ['fæktri] n. 工厂；制造厂

134 failed 1 [feild] adj.已失败的，不成功的 v.失败，不成功（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35 fallen 1 ['fɔ:lən] adj.堕落的；落下来的；陷落的 v.落下；跌倒（fall的过去分词）

136 February 2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37 few 2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138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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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40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141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42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143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144 fought 1 [fɔ:t] v.战斗（fight的过去分词）；打架

145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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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games 1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48 gathered 1 ['gæðəɒ] adj. 聚集的；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49 gathering 1 ['gæðəriŋ] n.聚集；集会；收款 v.聚集（gather的ing形式）

150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151 germans 1 n. 德国人 名词German的复数形式.

152 Germany 2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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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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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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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greatest 1 ['greɪtɪst] adj. 最大的 形容词great的最高级.

158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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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0 handled 1 adj.有把手的；有把柄的 v.使用；负责；触摸；指挥（handle的过去分词）

161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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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hardest 1 ['hɑːdɪst] adv. 极难地 adj. 最难的 形容词hard的最高级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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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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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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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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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health 5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69 hear 2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70 help 1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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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high 1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173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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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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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 HIV 1 [,eitʃai'vi:] abbr.艾滋病病毒（humanimmunodeficiencyvirus）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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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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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179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180 hospitals 1 ['hɒspɪtlz] 医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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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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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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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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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importance 1 [im'pɔ:təns] n.价值；重要；重大；傲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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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in 3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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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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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India 3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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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infections 4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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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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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Iran 3 [i'rɑ:n; i'ræn] n.伊朗（亚洲国家）

197 Iranian 1 [i'reinjən] adj.伊朗的；伊朗人的；伊朗语的 n.伊朗人；伊朗语

198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99 Islamic 1 [iz'læmik] adj.穆斯林的；伊斯兰教的

200 isolation 1 ['aisə'leiʃən] n.隔离；孤立；[电]绝缘；[化学]离析

201 Israel 2 ['izreiəl] n.以色列（亚洲国家）；犹太人，以色列人

202 i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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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Italy 3 ['itəli] n.意大利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
204 its 10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05 Jair 1 雅伊尔

206 japan 3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207 Jill 2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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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Kenya 2 ['kenjə; 'ki:njə] n.肯尼亚（东非国家）

210 Kenyan 1 ['kenjən; 'ki:n-] n.肯尼亚人 adj.肯尼亚的；肯尼亚人的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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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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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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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larg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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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216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217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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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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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l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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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lessons 1 ['lesn] n. 教训；课，功课，课业；榜样，典范 vt. 教训，告诫，训斥；给 ... 上课

221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22 lifted 1 [lɪft] vt. 举起；运送；偷窃；升高；还清；取消 vi. 提升 n. 举起；提升；电梯；搭便车；帮助；载货量；扒窃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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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225 listened 1 ['lɪsn] v. 听；倾听；听从；听信 n. 听；倾听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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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lockdown 4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228 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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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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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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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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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measure 1 ['meʒə] n.测量；措施；程度；尺寸 vt.测量；估量；权衡 vi.测量；估量

234 medicines 1 ['medsnz] 药品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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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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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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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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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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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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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muslim 1 ['muzlim; 'mʌz-] n.穆斯林；穆罕默德信徒 adj.伊斯兰教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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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nationwide 2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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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nearly 3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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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50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251 norma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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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53 nothing 1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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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number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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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Numbers 2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257 obey 1 [əu'bei] vt.服从，听从；按照……行动 vi.服从，顺从；听话 n.(Obey)人名；(英、法)奥贝

258 observing 1 [əb'zəviŋ, ɔb-] adj.观察的；注意的；观察力敏锐的 v.观察；遵守（observ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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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of 3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61 offices 1 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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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2 officials 3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263 Older 2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264 Olympic 1 [əu'limpik] adj.奥林匹斯山的，奥林匹亚的；奥林匹克的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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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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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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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69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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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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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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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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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ov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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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overworked 1 英 [ˌəʊvə'wɜːkt] 美 [ˌoʊvər'wɜ rːkt] adj. 工作过度的；过分劳累的 动词over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76 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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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pain 1 [pein] n.疼痛；努力 vt.使…痛苦；使…烦恼 vi.感到疼痛；引起疼痛 n.(Pain)人名；(意)帕因；(俄)派因；(法)潘；(英)佩因

278 pandemic 9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79 p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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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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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81 passengers 1 旅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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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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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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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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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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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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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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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0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291 politicians 1 [pɒlɪ'tɪʃnz] 政治家

292 poor 3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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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port 1 [pɔ:t, pəut] n.港口，口岸；（计算机的）端口；左舷；舱门 vi.转向左舷 vt.持（枪）；左转舵 n.(Port)人名；(英)波特；(法)
波尔；(德、俄、匈、捷)波尔特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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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praise 1 [preiz] n.赞扬；称赞；荣耀；崇拜 vt.赞美，歌颂；表扬 vi.赞美；赞扬

297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98 pres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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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pressures 1 英 ['preʃə(r)] 美 ['preʃər] n. 压强；压力；压迫 v. 施压

300 prevent 2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301 preventing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
302 princess 1 [prin'ses, 'prinsis] n.公主；王妃；女巨头 n.(Princess)人名；(英)普琳西丝；

303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304 professionals 2 [prə'feʃənl] adj. 职业的; 专业的 n. 专家; 内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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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5 promising 1 ['prɔmisiŋ] adj.有希望的，有前途的 v.许诺，答应（promis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306 prostitution 2 [,prɔsti'tju:ʃən] n.卖淫；滥用；出卖灵魂

307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308 providing 1 [prəu'vaidiŋ] conj.假如，以…为条件 v.供给（provide的ing形式）；预备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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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punish 1 ['pʌniʃ] vt.惩罚；严厉对待；贪婪地吃喝 vi.惩罚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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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puts 1 [pʊts] n.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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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quarantin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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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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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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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quickly 4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318 rate 1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
319 record 1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320 recorded 2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
321 refused 1 [rɪ'fjuːz] v. 拒绝 n. 垃圾；废物

322 religion 2 [ri'lidʒən] n.宗教；宗教信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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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325 reporters 2 媒体记者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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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328 resistant 1 [ri'zistənt] adj.抵抗的，反抗的；顽固的 n.抵抗者

329 response 1 [ri'spɔns] n.响应；反应；回答

330 responsibility 1 [ri.spɔnsə'biliti] n.责任，职责；义务

331 restaurants 1 餐馆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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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3 restrictions 2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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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returned 2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336 revolution 1 [,revə'lu:ʃən] n.革命；旋转；运行；循环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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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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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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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Robbins 2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
341 rose 2 n.玫瑰；粉红色；蔷薇（花）；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.玫瑰花的；玫瑰色的；粉红色的；带有玫瑰香味的 vt.使成玫瑰色，
使（面颊）发红；使有玫瑰香味 vi.起义(rise的过去式)；升起；（数量）增加；休会

342 rul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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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3 ruling 1 ['ru:liŋ] adj.统治的；主要的；支配的；流行的，普遍的 n.统治，支配；裁定

344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345 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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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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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schools 2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348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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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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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secret 1 ['si:krit] n.秘密；秘诀；机密 adj.秘密的；机密的 n.(Secret)人名；(法)塞克雷

351 section 2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352 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353 se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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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
355 September 2 [sep'tembə] n.九月

356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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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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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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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sex 1 [seks] n.性；性别；性行为；色情 vt.引起…的性欲；区别…的性别

361 shi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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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62 shorter 1 ['ʃɔ:tə] adj.较短的；更短的；更矮的（short的比较级） n.(Shorter)人名；(英)肖特
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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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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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sickened 1 ['sɪkən] v. 患病；生病；恶心；使厌倦
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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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sing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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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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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370 s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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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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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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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sou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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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Spain 2 [spein] n.西班牙

375 spre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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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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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sprea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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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staff 1 [stɑ:f, stæf] n.职员；参谋；棒；支撑 adj.职员的；行政工作的 vt.供给人员；给…配备职员 vi.雇用工作人员 n.(Staff)人名；
(德、匈)施塔夫；(瑞典、英)斯塔夫

379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380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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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stayed 1 [steɪ] v. 停留；逗留；保持 n. 停留；逗留
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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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385 stories 1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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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388 strongest 1 英 [strɒŋɡɪst] 美 [strɔː ŋɡɪst] adj. 最强壮的 形容词strong的最高级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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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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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1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392 subways 1 ['sʌbweɪz] 地铁

393 summ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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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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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4 system 4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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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Tb 1 [,ti: 'bi] abbr.肺结核（tuberculosis）

397 testing 1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
3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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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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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the 8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4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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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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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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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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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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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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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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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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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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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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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13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414 Tokyo 2 ['təukjəu; -kiəu; 'tɔ:kjɔ:] n.东京（日本首都）

415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416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4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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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traditional 1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419 tries 1 [traɪ] v. 试验；尝试；设法；努力；审判；考验 n. 尝试；试验；（橄榄球）持球触地得分
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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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under 2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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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unequal 1 [,ʌn'i:kwəl] adj.不平等的；不规则的；不胜任的 n.不等同的事物

424 unrest 1 [,ʌn'rest] n.不安；动荡的局面；不安的状态

425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426 unusually 1 [ʌn'ju:ʒuəli] adv.非常；异乎寻常地；显著地

4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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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us 1 pron.我们

429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430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
431 versions 1 ['vɜ ʃːəns] n. 版本 名词version的复数形式.

4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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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3 victims 1 ['vɪktɪmz] n. 受害者 名词victim的复数形式.

434 virus 5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4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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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6 war 1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437 warmer 1 n.取暖器；加热器；加热工人 adj.warm的比较级，更加温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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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8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439 w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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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0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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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weak 1 [wi:k] adj.[经]疲软的；虚弱的；无力的；不牢固的

442 wealthy 1 ['welθi] adj.富有的；充分的；丰裕的 n.富人

443 weapon 1 ['wepən] n.武器，兵器

444 weari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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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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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6 weight 1 [weit] n.重量，重力；负担；砝码；重要性 vt.加重量于，使变重 n.(Weigh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格特

447 went 2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448 were 5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449 w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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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0 whe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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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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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2 which 4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453 wi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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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4 widespread 2 ['waid'spred] adj.普遍的，广泛的；分布广的

4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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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6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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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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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9 world 6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460 worsened 1 英 ['wɜːsn] 美 ['wɜ rːsn] v. (使)更坏；（使) 恶化

461 wo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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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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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464 wrote 2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465 Wuhan 1 ['wu:'hɑ:n] n.武汉（中国湖北省省会）

466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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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8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469 you 5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470 young 2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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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2 Zealand 2 ['zi:lənd] n.西兰岛（丹麦最大的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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