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8-16 [Health and Lifestyle] The Future of Handshakes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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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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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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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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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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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7 adults 1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8 advises 1 [əd'vaɪz] vt. 劝告；通知；忠告；建议 vi. 提建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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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gree 1 [ə̍ ɡriː ] vt.同意，赞成；承认；约定，商定 vi.vi.同意，意见一致；约定，商定

11 allow 2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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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4 and 1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5 announce 1 [ə'nauns] vt.宣布；述说；预示；播报 vi.宣布参加竞选；当播音员

16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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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18 Anthony 1 ['æntəni] n.安东尼（人名）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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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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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rizona 1 [,æri'zəunə] n.美国亚利桑那州

22 arm 1 n.手臂；武器；袖子；装备；部门 vi.武装起来 vt.武装；备战

23 arms 1 [a:mz] n.臂（arm的复数）；[军]武器；纹章 v.武装；配备（arm的三单形式） n.(Arms)人名；(英)阿姆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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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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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shley 2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27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28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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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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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 attach 1 [ə'tætʃ] vt.使依附；贴上；系上；使依恋 vi.附加；附属；伴随

32 availability 1 [ə,veilə'biləti] n.可用性；有效性；实用性

33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34 ba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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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6 because 4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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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39 began 2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40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41 behave 2 [bi'heiv] vi.表现；（机器等）运转；举止端正；（事物）起某种作用 vt.使守规矩；使表现得…

42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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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belief 1 [bi'li:f] n.相信，信赖；信仰；教义

44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45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46 business 2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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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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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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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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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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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53 centuries 1 ['sentʃərɪz] n. 世纪 名词century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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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hoice 1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56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
57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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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omfort 1 ['kʌmfət] n.安慰；舒适；安慰者 vt.安慰；使（痛苦等）缓和

60 comfortable 2 ['kʌmfətəbl] adj.舒适的，舒服的 n.盖被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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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onstantly 1 ['kɔnstəntli] adv.不断地；时常地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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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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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correct 1 [kə'rekt] vt.改正；告诫 vi.调整；纠正错误 adj.正确的；恰当的；端正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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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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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overings 1 ['kʌvərɪŋz] n. 覆盖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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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coworkers 1 n. 同事；合作人（coworker的复数形式）

71 crave 2 [kreiv] vt.渴望；恳求 vi.渴望；恳求 n.(Crave)人名；(法)克拉夫

72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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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criticism 1 ['krɪtɪsɪzəm] n.批评；考证；苛求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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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77 Deleon 2 n. 德利昂

78 deny 1 [di'nai] vt.否定，否认；拒绝给予；拒绝…的要求 vi.否认；拒绝

79 desire 1 [di'zaiə] n.欲望；要求，心愿；性欲 vt.想要；要求；希望得到… vi.渴望 n.(Desire)人名；(刚(布)、英)德西雷

80 Diane 1 n. 黛安(Diana的异体)

81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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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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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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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distancing 2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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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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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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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does 4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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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don 3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90 donahue 2 n. 多纳休

91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92 dr 3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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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easier 1 [英 ['i:zɪə] 美 ['i:zɪr]] adj.更简单；容易些（easy的比较级形式）；较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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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emily 1 ['emili] n.埃米莉（女子名）

97 end 2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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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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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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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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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etiquette 4 ['etiket] n.礼节，礼仪；规矩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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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event 2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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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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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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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expert 4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109 extend 3 [ik'stend] vt.延伸；扩大；推广；伸出；给予；使竭尽全力；对…估价 vi.延伸；扩大；伸展；使疏开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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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112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113 fauci 1 n. 福西

114 Federal 1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115 feelings 1 ['fiː lɪŋs] n.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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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fir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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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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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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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121 friends 2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122 friendship 1 ['frendʃip] n.友谊；友爱；友善 n.(Friendship)人名；(英)弗兰德希普

123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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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126 germ 1 [dʒə:m] n.[植]胚芽，萌芽；细菌 vi.萌芽

127 germs 2 [dʒɜ rːms] n. 细菌 名词germ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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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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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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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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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granddaughter 1 ['græn,dɔ:tə] n.孙女；外孙女

132 gre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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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greeting 2 ['gri:tiŋ] n.问候，招呼；祝贺 v.致敬，欢迎（greet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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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guidance 1 ['gaidəns] n.指导，引导；领导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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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7 ha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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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hands 13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
139 handshake 5 ['hændʃeik] n.握手

140 handshakes 3 n.握手( handshake的名词复数 ); （大笔的）退职金，解雇费

141 har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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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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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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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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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heather 1 ['heðə] adj.杂色的；似石南的 n.石南属植物 n.(Heather)人名；(英)希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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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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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hidden 1 ['hidən] adj.隐藏的 v.隐藏，躲藏（hide的过去分词） n.(Hidden)人名；(英)希登

149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
150 hollingsworth 1 n. 霍林斯沃思

151 honest 1 ['ɔnist] adj.诚实的，实在的；可靠的；坦率的

152 house 1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153 howev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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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hug 2 [hʌg] vt.拥抱；紧抱；抱有，坚持 vi.拥抱；紧抱在一起；挤在一起 n.拥抱；紧抱；固执 n.(Hug)人名；(英)胡克；(法)于
格；(德、瑞典)胡格

155 hugs 1 [hʌɡ] v. 拥抱；紧抱；抱有；挨着 n. 拥抱；紧抱

156 human 2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57 if 4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58 i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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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9 indicating 1 ['ɪndɪkeɪtɪŋ] adj. 指示的；标志的 动词indicate的现在分词.

160 indication 2 [,indi'keiʃən] n.指示，指出；迹象；象征

161 infectious 2 [in'fekʃəs] adj.传染的；传染性的；易传染的

162 ingrained 2 [,in'greind] adj.根深蒂固的；彻头彻尾的；生染的 v.使根深蒂固（ingrain的过去分词形式）；生染；就原料染色

163 interaction 2 [,intər'ækʃən] n.相互作用；[数]交互作用 n.互动

164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165 is 1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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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68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169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
170 just 1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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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Kansas 2 ['kænzəs] n.堪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172 kids 1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
173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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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kristy 1 n. 克丽丝蒂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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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law 1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178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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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leg 1 [leg] n.腿；支柱

181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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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likes 1 n.好恶；爱好的事物 v.喜欢；愿意（lik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Likes)人名；(英)莱克斯

184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185 lizzie 1 ['lizi] n.莉齐（女子名）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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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7 love 1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
188 ma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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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190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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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Mexico 1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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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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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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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MTI 1 abbr. [军] Moving Target Indicator；活动目标指示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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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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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not 1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01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202 of 2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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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205 offering 1 ['ɔfəriŋ, 'ɔ:-] n.提供；祭品；奉献物；牲礼 v.提供（offer的ing形式）

206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207 OK 1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j.好的；不错的 adv.行；很好 int.好；可以 vt.对…表示同意 n.同意

208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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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10 operations 1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
211 or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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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ordinary 1 ['ɔ:dinəri, -neri-] adj.普通的；平凡的；平常的 n.普通；平常的人（或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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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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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pandemic 4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17 pap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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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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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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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peace 1 [pi:s] n.和平；平静；和睦；秩序 n.(Peace)人名；(英)皮斯

222 people 7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23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224 perso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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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physical 1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226 physically 1 ['fizikli] adv.身体上，身体上地

227 picture 1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
228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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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points 1 [英[pɒɪnts] 美[pɔints]] n.点；目的（point的复数）；见解 v.指引；瞄准（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oints)人名；(英)波因
茨

231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32 polite 1 [pə'lait] adj.有礼貌的，客气的；文雅的；上流的；优雅的

233 po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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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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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practice 1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236 practicing 1 ['præktisiŋ] adj.在工作的，开业的 v.练习（practice的ing形式）

237 president 3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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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producing 1 [prə'djuːsɪŋ] n.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40 proper 1 ['prɔpə] adj.适当的；本身的；特有的；正派的 adv.完全地 n.(Proper)人名；(英、德)普罗珀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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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publicly 1 ['pʌblikli] adv.公然地；以公众名义

243 putting 2 ['putiŋ] n.投掷；（高尔夫球）打球入洞 v.放置（put的ing形式）；轻击球；使球入洞的轻击（putt的ing形式）

244 questi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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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46 regularly 1 ['regjələli] adv.定期地；有规律地；整齐地；匀称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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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reported 1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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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251 rule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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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2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253 said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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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sales 1 [seilz] adj.销售的，售货的；有关销售的 n.销售（sale的复数）；销售额 n.(Sales)人名；(意、西、葡)萨莱斯；(法)萨勒；
(英)塞尔斯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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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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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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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selling 1 ['seliŋ] n.销售；出售 v.出售（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(Selling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塞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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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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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1 shake 7 vt.动摇；摇动；震动；握手 vi.动摇；摇动；发抖 n.摇动；哆嗦

262 shaking 2 ['ʃeikiŋ] n.震动，震惊；挥动，摇动 v.握手（shake的ing形式）；摇动；颤动

263 shand 1 n. 尚德

264 she 6 [ʃi:] pron.她（主格）；它（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、船舶、地球、月亮等） n.女人；雌性动物 n.(She)人名；(中)佘(普通
话·威妥玛)

265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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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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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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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signal 1 n.信号；暗号；导火线 vt.标志；用信号通知；表示 adj.显著的；作为信号的 vi.发信号 n.(Signal)人名；(瑞典)西格纳尔

271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72 simple 1 ['simpl] adj.简单的；单纯的；天真的 n.笨蛋；愚蠢的行为；出身低微者 n.(Simple)人名；(法)桑普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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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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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situations 1 [sɪtʃ'ʊeɪʃnz] 现状

276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277 sm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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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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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social 2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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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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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83 something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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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southwest 1 [,sauθ'west] n.西南方 adj.西南的 adv.往西南；来自西南

285 spokeswoman 1 ['spəuks,wumən] n.女代言人，女代言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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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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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sticker 4 ['stikə] n.尖刀；难题；张贴物；坚持不懈的人 vt.给…贴上标签价 adj.汽车价目标签的；汽车标签价的 n.(Sticker)人名；
(德)施蒂克

289 stickers 1 n. 尖刀，贴纸；粘着剂（sticker的复数形式）

290 sticky 1 ['stiki] adj.粘的；粘性的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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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straighten 1 ['streitən] vt.整顿；使…改正；使…挺直；使…好转 vi.变直；好转

293 stretch 1 vt.伸展,张开；（大量地）使用，消耗（金钱，时间）；使竭尽所能；使全力以赴； vi.伸展；足够买（或支付） n.伸
展，延伸 n.(Stretch)人名；(英)斯特雷奇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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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substance 1 ['sʌbstəns] n.物质；实质；资产；主旨

296 such 3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97 surface 1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
298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99 tak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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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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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 talking 1 ['tɔ:kiŋ] adj.说话的，多嘴的；有表情的 n.讲话，谈论 v.谈论；讲话（talk的ing形式） n.(Talking)人名；(英)托金

301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302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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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tha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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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the 4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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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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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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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310 things 3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311 think 3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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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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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Thompson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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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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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to 3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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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18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319 tou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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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trump 1 [trʌmp] n.王牌；法宝；喇叭 vt.胜过；打出王牌赢 vi.出王牌；吹喇叭 n.(Trump)人名；(英)特朗普

321 unpleasant 1 [,ʌn'plezənt] adj.讨厌的；使人不愉快的

322 up 2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
323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324 vaccinated 3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325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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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vice 1 [vais] n.恶习；缺点；[机]老虎钳；卖淫 prep.代替 vt.钳住 adj.副的；代替的 n.(Vice)人名；(塞)维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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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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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331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332 warned 1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333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34 wash 1 [wɔʃ, wɔ:ʃ] n.洗涤；洗的衣服；化妆水；冲积物 vt.洗涤；洗刷；冲走；拍打 vi.洗澡；被冲蚀 n.(Wash)人名；(英)沃什；
(尼日利)瓦什

335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
336 way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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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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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weapon 1 ['wepən] n.武器，兵器

339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340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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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whether 3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343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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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4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45 widely 1 ['waidli] adv.广泛地

346 widespread 1 ['waid'spred] adj.普遍的，广泛的；分布广的

347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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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49 wor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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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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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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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worried 1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
353 writing 1 ['raitiŋ] n.书写；作品；著作；[法]笔迹 v.书写（write的ing形式）

354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55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56 youn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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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your 6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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