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1-03 [Health and Lifestyle] Experts Aim to Understand
Japan's Successes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ccording 3 adj.相符的；一致的；相应的；和谐的；调和的 adv.依照；根据；按照 v.给予(accord的现在分词)；使和谐一致；使
符合；使适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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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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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5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6 aim 1 vt.目的在于；引导；把…对准 vi.打算；对准目标；瞄准 n.目的；目标；对准

7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8 an 8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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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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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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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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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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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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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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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shley 2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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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 autumn 1 ['ɔ:təm] n.秋天；成熟期；渐衰期，凋落期 adj.秋天的，秋季的 n.(Autumn)人名；(英)奥特姆

19 average 3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20 battle 1 ['bætl] n.战役；斗争 vi.斗争；作战 vt.与…作战 n.(Battle)人名；(英)巴特尔；(法)巴特勒；(西)巴特莱

21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2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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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25 blood 1 [blʌd] n.血，血液；血统 vt.从…抽血；使先取得经验 n.(Blood)人名；(英、西)布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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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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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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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called 1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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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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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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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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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cells 1 ['selz] n. 单元；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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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除；
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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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ontinu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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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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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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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oronavirus 5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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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ountr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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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ovid 6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45 cultural 3 ['kʌltʃərəl] adj.文化的；教养的

46 customs 2 ['kʌstəmz] n.海关；风俗（custom的复数）；习惯；关税

47 data 2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48 d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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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dealing 2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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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deaths 3 ['deθs] 死亡人口

52 December 2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53 decreased 1 [dɪ'kriː s] v. 减少；减小；降低 n. 减少；降低

54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55 difficult 2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56 disappearing 1 英 [ˌdɪsə'pɪə(r)] 美 [ˌdɪsə'pɪr] vi. 消失；不见；失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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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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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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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drop 1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61 due 2 [dju:, du:] adj.到期的；预期的；应付的；应得的 n.应付款；应得之物 adv.正（置于方位词前） n.(Due)人名；(英)迪尤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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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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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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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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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email 2 ['i:'meil] n.电子信函 vt.给…发电子邮件 n.(Email)人名；(法)埃马伊

67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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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epidemiologist 2 ['epi,di:mi'ɔlədʒist] n.流行病学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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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even 3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等
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72 everybody 1 ['evri,bədi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

73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74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
75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76 expects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77 experienced 1 [ik'spiəriənst] adj.老练的，熟练的；富有经验的

78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79 explain 1 [ik'splein] v.说明；解释

80 explanation 2 [,eksplə'neiʃən] n.说明，解释；辩解

81 explanations 1 [ˌeksplə'neɪʃn] n. 解释；说明

82 factor 2 ['fæktə] n.因素；要素；[物]因数；代理人 vi.做代理商 vt.把…作为因素计入；代理经营；把…分解成 n.(Factor)人名；(英)
法克特

83 faster 1 ['fa:stə] adj.更快的 adv.更快地 n.(Faster)人名；(德、捷)法斯特

84 feature 2 ['fi:tʃə] n.特色，特征；容貌；特写或专题节目 vi.起重要作用 vt.特写；以…为特色；由…主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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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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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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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fighting 1 ['faitiŋ] adj.战斗的；好战的；适于格斗的 n.战斗，搏斗 v.奋斗（fight的ing形式）；打仗；与…进行拳击

89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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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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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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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94 foundation 1 [faun'deiʃən] n.基础；地基；基金会；根据；创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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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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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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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gallo 1 [gæləu] adj.法国的

99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
100 genetic 1 [dʒi'netik] adj.遗传的；基因的；起源的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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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03 half 2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104 hand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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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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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hav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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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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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09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10 hospitalization 1 [,hɔspitəlai'zeiʃən, -li'zei-] n.住院治疗；医院收容；住院保险（等于hospitalizationinsurance）

111 hospitals 1 ['hɒspɪtlz] 医院

112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13 however 2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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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identified 1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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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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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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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0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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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infections 2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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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is 1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5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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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27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128 iwata 2 n. 磐田(在日本；东经 137º51' 北纬 34º42'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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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japan 17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130 Japanese 3 [,dʒæpə'ni:z] adj.日本（人）的；日语的 n.日本人；日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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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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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Kenji 1 见次(姓,日本)

134 kiss 1 [kis] vt.吻；（风等）轻拂 vi.接吻；（风等）轻触 n.吻；轻拂 n.(Kiss)人名；(德、英、俄)基斯；(匈、罗)基什

135 knows 2 英 [nəʊ] 美 [noʊ] v. 了解；知道；认识 n. 知情

136 Kobe 1 ['kəubi; -bei] n.神户（日本本州岛西南岸港市）

137 Korea 3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138 lack 2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克；(匈)洛克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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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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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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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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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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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linked 2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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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l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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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150 many 6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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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masking 1 ['mɑ:skiŋ] n.掩蔽；隐蔽 v.戴面具；掩饰；化装（mask的ing形式）

153 masks 1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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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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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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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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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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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nearby 1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
161 nearly 2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62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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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65 notable 2 ['nəutəbl] adj.值得注意的，显著的；著名的 n.名人，显要人物

166 notes 1 英 [nəʊt] 美 [noʊt] n. 笔记；便条；纸币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音调 vt. 注意；记录；注解

167 number 4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
168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169 obesity 2 [əu'bi:səti, -'be-] n.肥大，肥胖

170 observers 1 [əb'zɜːvəz] 观测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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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of 2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73 official 2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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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75 omicron 3 n.希腊字母第15字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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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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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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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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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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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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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outbreaks 1 暴发

184 ov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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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overweight 2 ['əuvəweit, 'əuvə'weit, ,əuvə'weit] adj.超重的；过重的 vt.使负担过重 n.超重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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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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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patients 1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189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90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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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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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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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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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4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195 pointed 1 ['pɔintid] adj.尖的；突出的；锐利的；率直的 v.指出；瞄准（point的过去式）

196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97 population 2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198 possible 2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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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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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prep 1 [prep] n.预备；预习；准备功课 vi.上预备学校；作好准备 vt.使准备好；使（病人）准备接受手术 abbr.准备
（preparation）；预备的（preparatory）；前置词（preposition） n.(Prep)人名；(俄)普列普

202 public 2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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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quality 2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205 quiet 1 adj.安静的；安定的；不动的；温顺的 n.安静；和平 vt.使平息；安慰 vi.平静下来

206 rates 1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
207 reality 1 [ri'æləti, ri:-] n.现实；实际；真实

208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209 reasons 2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210 recent 2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11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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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reported 5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214 represent 1 [,repri'zent] vt.代表；表现；描绘；回忆；再赠送 vi.代表；提出异议

215 researc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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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16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217 researchers 2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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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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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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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said 5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
拉伯)赛义德

222 same 2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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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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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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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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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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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229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230 Seoul 1 [səul; 'sjə:ul] n.汉城，首尔（韩国首都）

231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232 settings 1 n. 设置 名词setting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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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235 shake 1 vt.动摇；摇动；震动；握手 vi.动摇；摇动；发抖 n.摇动；哆嗦

236 share 1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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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sharply 1 ['ʃa:pli]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

239 shibuya 3 涩谷

240 shockingly 1 ['ʃɔkiŋli] adv.怕人地，非常地；不正当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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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silent 1 ['sailənt] adj.沉默的；寂静的；无记载的 n.无声电影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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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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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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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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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som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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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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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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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somewhere 1 ['sʌmhwεə] adv.在某处；到某处 n.某个地方

251 sout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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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specialist 1 ['speʃəlist] n.专家；专门医师 adj.专家的；专业的

253 sped 1 [sped] v.加速；飞驰（speed的过去分词）

254 sprea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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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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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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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stand 1 [stænd] vi.站立；位于；停滞 vt.使站立；忍受；抵抗 n.站立；立场；看台；停止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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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stated 1 ['steitid] adj.规定的；阐明的；定期的 v.规定（state的过去分词）；陈述；阐明

260 still 1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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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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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2 studies 2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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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265 successes 1 [sək'sesɪz] 成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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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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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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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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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tested 1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
271 test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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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2 tests 1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273 tha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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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t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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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the 2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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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278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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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81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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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Thompson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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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to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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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6 Tokyo 1 ['təukjəu; -kiəu; 'tɔ:kjɔ:] n.东京（日本首都）

287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88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289 tried 1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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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292 unhealthy 1 [,ʌn'helθi] adj.不健康的；危险的；有害身心健康的

293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94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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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vaccinated 1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297 vaccination 1 [,væksi'neiʃən] n.接种疫苗；种痘

298 version 3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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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virus 3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301 VOA 4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302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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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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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wears 1 英 [weə(r)] 美 [wer] v. 磨损；穿戴；使疲劳 n. 磨损；穿着；耐久性

306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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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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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309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10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311 why 3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312 William 1 ['wiljəm] n.威廉（男子名）；钞票，纸币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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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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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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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6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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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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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yet 2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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