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1-13 [As It Is] WHO Experts Head to China to Study
Beginnings of Viru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5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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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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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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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nd 1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7 china 12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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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virus 1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10 i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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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2 who 8 pron.谁；什么人

13 an 7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4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5 or 7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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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ha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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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new 6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9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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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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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Chinese 5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22 experts 5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23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4 officials 5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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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something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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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8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29 coronavirus 4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30 found 4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31 government 4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32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3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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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origins 4 ['ɒrɪdʒɪnz] n. 起源 名词origin的复数形式.

35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6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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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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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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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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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ap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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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0 Beijing 3 ['bei'dʒiŋ] n.北京（等于Peking或Pekin）

41 between 3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42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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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all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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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ountries 3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45 information 3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46 investigation 3 [in,vesti'geiʃən] n.调查；调查研究

47 origin 3 ['ɔridʒin, 'ɔ:-] n.起源；原点；出身；开端

48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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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province 3 ['prɔvins] n.省；领域；职权

50 research 3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51 sprea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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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tests 3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53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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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travel 3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56 visit 3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57 week 3 [wi:k] n.周，星期

58 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59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60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61 anger 2 ['æŋgə] n.怒，愤怒；忿怒 vt.使发怒，激怒；恼火 vi.发怒；恼火 n.(Anger)人名；(罗)安杰尔；(法)安热；(德、捷、瑞典)
安格尔

62 animal 2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63 approved 2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64 arrive 2 vi.到达；成功；达成；出生 n.(Arrive)人名；(法)阿里夫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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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6 beginnings 2 n. 开始，开端（beginning的复数）；早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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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blocked 2 [blɔkt] adj.堵塞的；被封锁的 v.阻塞（block的过去分词）

69 but 2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
70 carrie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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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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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concern 2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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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early 2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75 efforts 2 ['efəts] 努力

76 frustration 2 [frʌs'treiʃən] n.挫折

77 general 2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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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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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81 Hebei 2 [hə'bei] n.河北（中国省份）

82 hundreds 2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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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intermediary 2 [,intə'mi:diəri] adj.中间的；媒介的；中途的 n.中间人；仲裁者；调解者；媒介物

84 internal 2 n.内脏；本质 adj.内部的；里面的；体内的；（机构）内部的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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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jr 2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87 largely 2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
88 made 2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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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mario 2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91 Monday 2 ['mʌndi] n.星期一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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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mu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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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multiple 2 ['mʌltipl] adj.多重的；多样的；许多的 n.倍数；[电]并联

95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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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ordered 2 ['ɔ:dəd] adj.[数]有序的；整齐的；安排好的 v.命令；点餐（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97 organization 2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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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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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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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proof 2 [pru:f] n.证明；证据；校样；考验；验证；试验 adj.防…的；不能透入的；证明用的；耐…的 vt.试验；校对；使不被穿
透

102 ritter 2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103 scientific 2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
104 scientists 2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105 sh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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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sides 2 [saɪdz] n.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.

107 speculation 2 [,spekju'leiʃən] n.投机；推测；思索；投机买卖

108 spokesperson 2 ['spəuks,pə:s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109 started 2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10 team 2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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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113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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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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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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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zhao 2 n. 赵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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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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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agreement 1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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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all 1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
122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23 announcement 1 [ə'naunsmənt] n.公告；宣告；发表；通告

124 another 1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125 antonio 1 [æn'təuniəu] n.安东尼奥（男名）

126 an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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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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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argument 1 ['ɑ:gjumənt] n.论证；论据；争吵；内容提要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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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9 Australia 1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130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131 bats 1 [bæts] adj.怪异的；疯疯癫癫的；神经不正常的 n.蝙蝠（bat的复数形式） n.(Bats)人名；(法)巴茨

132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33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34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
135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136 bordering 1 ['bɔ:dəriŋ] n.边缘；设立疆界；加边 v.接壤（border的ing形式）；在…上加边

137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138 cabinet 1 ['kæbinit] n.内阁；橱柜；展览艺术品的小陈列室 adj.内阁的；私下的，秘密的

139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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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centered 1 ['sentəd] adj.居中的；有圆心的 v.集中；居中（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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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144 citizens 1 ['sɪtɪzənz] 公民

145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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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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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149 commission 1 [kə'miʃən] n.委员会；佣金；犯；委任；委任状 vt.委任；使服役；委托制作

150 committee 1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151 compan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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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controlled 1 [kən'trəuld] adj.受控制的；受约束的；克制的 v.控制；约束（control的过去式）；指挥

153 cooperation 1 [kəu,ɔpə'reiʃən] n.合作，协作；[劳经]协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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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country 1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
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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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culture 1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158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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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deadly 1 ['dedli] adj.致命的；非常的；死一般的 adv.非常；如死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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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delays 1 [dɪ'leɪ] v. 耽搁；推迟；延误 n. 耽搁；延期；推迟

163 details 1 n.细节（detail的复数）；详细资料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三单形式）

164 direct 1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关系

165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166 documents 1 英 ['dɒkjumənt] 美 ['dɑːkjumənt] n. 文件；公文；文档 vt. 记载；(用文件等)证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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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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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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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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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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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employment 1 [im'plɔimənt] n.使用；职业；雇用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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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entering 1 ['entəriŋ] v.进入（enter的ing形式）；录入；键入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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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178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179 expressed 1 [ɪk'spres] n. 快车；快递；专使 adj. 明确的；急速的；直接的 adv. 用快递 vt. 表达；表示；挤压出；快递

180 facebook 1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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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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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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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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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88 foreign 1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189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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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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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193 guesses 1 [ɡes] v. 推测；猜中；以为 n. 猜测；猜想

194 guterres 1 古特雷斯

195 handing 1 [hænd] n. 手；协助；手艺 v. 给；传 Hand. n. 汉德（英文姓）

196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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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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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200 holiday 1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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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hospitals 1 ['hɒspɪtlz] 医院

203 humans 1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204 ideas 1 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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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207 involve 1 [in'vɔlv] vt.包含；牵涉；使陷于；潜心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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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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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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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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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213 lijian 1 丽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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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likelihood 1 ['laiklihud] n.可能性，可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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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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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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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localities 1 英 [ləʊ'kæləti] 美 [loʊ'kæləti] n. 地区；位置；地点；方位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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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0 lunar 1 ['lju:nə] adj.月亮的，月球的；阴历的；银的；微亮的 n.(Lunar)人名；(西)卢纳尔

221 markets 1 英 ['mɑːkɪt] 美 ['mɑ rːkɪt] n. 市场；集市 v. 销售；推销；买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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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224 medicine 1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225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226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227 met 1 [met] v.遇见（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et)人名；(瑞典)梅特

228 ministry 1 ['ministri] n.（政府的）部门

229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30 movements 1 ['muːvmənts] n. 动作

231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232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233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34 negotiations 1 [nɪɡəʊʃ'ɪeɪʃnz] n. 协商；谈判；磋商 名词negotiation的复数形式.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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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observation 1 [,ɔbzə:'veiʃən] n.观察；监视；观察报告

237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238 operated 1 ['ɒpəreɪtɪd] v. 操作；运动；运算；作战；见效；完成；开刀 动词op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39 opinions 1 n.意见；评价（opinion的复数）；舆论

240 orders 1 英 ['ɔː də(r)] 美 ['ɔː rdər] n. 顺序；条理；订单；命令；秩序；阶层；[生]目；点的东西 v. 命令；定购；调整；整理；点餐；
预定，订货

241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42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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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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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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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248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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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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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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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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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publication 1 [,pʌbli'keiʃən] n.出版；出版物；发表

255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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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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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re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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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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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researching 1 英 [rɪ'sɜ tːʃ] 美 [rɪ'sɜ rːtʃ] n. 研究；调查 v. 研究；调查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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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3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264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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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schools 1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66 search 1 [sə:tʃ] vi.搜寻；调查；探求 vt.搜索；搜寻；调查；搜查；探求 n.搜寻；探究，查究 n.(Search)人名；(英)瑟奇

267 secrecy 1 ['si:krəsi] n.保密；秘密；隐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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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sectio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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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sentence 1 ['sentəns] n.[语][计]句子，命题；宣判，判决 vt.判决，宣判

271 separated 1 ['sepəreitid] adj.分开的；分居；不在一起生活的 v.分开；隔开（sepa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2 shand 1 n. 尚德

273 sharing 1 英 ['ʃeərɪŋ] 美 ['ʃerɪŋ] n. 共享；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.

274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275 sickness 1 ['siknis] n.疾病；呕吐；弊病

276 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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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slowed 1 英 [sləʊ] 美 [sloʊ] adj. 慢的 adv. 慢慢地 v. 放慢；减速

279 sold 1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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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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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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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284 sto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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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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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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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suggest 1 vt.提议，建议；启发；使人想起；显示；暗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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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supervised 1 ['sjuːpəvaɪzd] adj. 有监督的 supervi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90 supportive 1 [sə'pɔ:tiv] adj.支持的；支援的；赞助的

291 surrounds 1 [sə'raʊnd] vt. 包围；环绕 n. 环绕物

292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93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294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295 talks 1 ['tɔː ks] 会谈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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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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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theories 1 ['θɪərɪz] n. 理论 名词theory的复数形式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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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01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302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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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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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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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trace 1 [treis] vi.追溯；沿路走 vt.追踪，查探；描绘；回溯 n.痕迹，踪迹；微量；[仪]迹线；缰绳

307 tracing 1 ['treisiŋ] n.追踪；追查；描摹；摹图；显迹 v.追踪（trac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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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treating 1 [triː tɪŋ] n. 处理 动词treat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310 trip 1 [trip] vi.绊倒；远足；犯错误；轻快地走 n.旅行；绊倒；差错 vt.绊倒；使犯错 n.(Trip)人名；(荷)特里普

311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312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13 unable 1 [ʌn'eibl] adj.不会的，不能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；不能胜任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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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unhappiness 1 [ʌn'hæpinis] n.苦恼；忧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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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us 1 pron.我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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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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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warnings 1 n. 警告信息（warning的复数形式）

321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322 we 1 [wi:弱 wi] pron.我们（主格）；笔者，本人（作者或演讲人使用）；朕，寡人 n.(We)人名；(缅)韦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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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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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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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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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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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0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31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32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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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Wuhan 1 ['wu:'hɑ:n] n.武汉（中国湖北省省会）

335 XI 1 [sai, zai, ksai, ksi:] n.希腊字母的第14个字母；粒子（等于xiparticle）

336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37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338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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