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1-05 [As It Is] How Long Will North Korea's Pandemic
Lockdown Last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2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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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Korea 16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4 north 16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5 of 1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6 i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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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has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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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t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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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nd 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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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i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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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its 6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4 lockdown 6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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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instead 5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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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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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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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countries 4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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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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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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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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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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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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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china 3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31 continue 3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32 coronavirus 3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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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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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economy 3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36 experts 3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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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long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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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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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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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park 3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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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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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46 vaccine 3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47 vaccines 3 疫苗程序

48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49 ai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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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51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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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3 based 2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54 bord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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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Border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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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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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annot 2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58 consume 2 vt.消耗，消费；使…着迷；挥霍 vi.耗尽，毁灭；耗尽生命

59 control 2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60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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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endure 2 [in'djuə] vt.忍耐；容忍 vi.忍耐；持续

63 especially 2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64 Evans 2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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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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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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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69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70 Jonathan 2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71 Kee 2 n. 基

72 lee 2 [li:] n.保护；背风处 adj.保护的；庇荫的；避风的 n.(Lee)人名；(朝)李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利；(中)李(广东话·威
妥玛)

73 likely 2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74 major 2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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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move 2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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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observers 2 [əb'zɜːvəz] 观测器

79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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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only 2 ['əunli] adv.只，仅仅；不料 adj.唯一的，仅有的；最合适的 conj.但是；不过；可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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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ordinary 2 ['ɔ:dinəri, -neri-] adj.普通的；平凡的；平常的 n.普通；平常的人（或事）

82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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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pills 2 [pɪl] n. 药丸；药片 v. 服用药丸；把 ... 制成药丸；<俚>投票反对

84 problems 2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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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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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seal 2 [si:l] n.密封；印章；海豹；封条；标志 vt.密封；盖章 vi.猎海豹 n.(Seal)人名；(英)西尔

88 Seoul 2 [səul; 'sjə:ul] n.汉城，首尔（韩国首都）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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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signs 2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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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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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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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95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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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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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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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100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01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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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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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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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admit 1 [əd'mit] vt.承认；准许进入；可容纳 vi.承认；容许

106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07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8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109 approach 1 [ə'prəutʃ] n.方法；途径；接近 vt.接近；着手处理 vi.靠近

110 astrazeneca 1 阿斯特拉捷利康(财富500强公司之一, 总部所在地英国, 主要经营制药)

111 attempt 1 [ə'tempt] n.企图，试图；攻击 vt.企图，试图；尝试

112 basic 1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
113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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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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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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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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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campaigns 1 [kæm'peɪn] n. 运动；战役；活动；竞选运动 v. 参加竞选；从事运动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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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
122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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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3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124 claim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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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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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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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128 closures 1 英 ['kləʊʒə(r)] 美 ['kloʊʒər] n. 关闭；关口；讨论终结；终结

129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130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131 container 1 [kən'teinə] n.集装箱；容器

132 contains 1 [kən'teɪnz] v.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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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4 corn 1 [kɔ:n] n.（美）玉米；（英）谷物；[皮肤]鸡眼 vt.腌；使成颗粒 n.(Corn)人名；(英、法、瑞典)科恩

135 costly 1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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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danger 1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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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deadline 1 ['dedlain] n.截止期限，最后期限

140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141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142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143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144 difficulties 1 ['dɪfɪkəlti] n. 困难；争议；麻烦

145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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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eat 1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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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effectiveness 1 [ə'fektivnis] n.效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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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152 energy 1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153 enforced 1 [in'fɔ:st] adj.实施的；强制执行的 v.执行（enforce的过去分词）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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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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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enters 1 英 ['entə(r)] 美 ['entər] v. 进入 【计算机】送入

157 Eritrea 1 [,eri'triə] n.厄立特里亚国（东非国家）；厄立特里亚省（埃塞俄比亚北部省份）

158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59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160 exper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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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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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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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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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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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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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67 foreign 1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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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freely 1 ['fri:li] adv.自由地；免费地；大量地；慷慨地；直率地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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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fuel 1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
171 gallo 1 [gæləu] adj.法国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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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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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gon 1 [gɔn] n.[数]百分度；（几何）…角形 n.(Gon)人名；(塞、刚(布)、法、中非、科特)戈恩

175 half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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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Harvard 1 ['hɑ:vəd] n.哈佛大学；哈佛大学学生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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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humanitarian 1 [hju:,mæni'tεəriən] adj.人道主义的；博爱的；基督凡人论的 n.人道主义者；慈善家；博爱主义者；基督凡人论者

179 import 1 [im'pɔ:t, 'impɔ:t] n.进口，进口货；输入；意思，含义；重要性 vt.输入，进口；含…的意思 vi.输入，进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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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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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infect 1 [in'fekt] vt.感染，传染

183 Jong 1 [jɔŋ] n.小伙子；（旧时的）青年男奴 n.(Jong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永；(德、荷)容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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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5 Kim 1 [kim] n.金姆（人名）

186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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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Korean 1 [kə'riən] adj.韩国人的；韩国语的；朝鲜人的；朝鲜语的 n.韩国人；韩国语；朝鲜人；朝鲜语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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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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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92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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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195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196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197 Massachusetts 1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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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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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00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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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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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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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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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207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208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209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210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211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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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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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NK 1 abbr.日本海事协会（NipponKaijiKyokai）；北加拿大航空公司（NorthCanadaAirLtd）

214 object 1 ['ɔbdʒikt, -dʒekt, əb'dʒekt] n.目标；物体；客体；宾语 vt.提出…作为反对的理由 vi.反对；拒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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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offers 1 英 ['ɒfə(r)] 美 ['ɔː fər] vt. 提供；提出；（卖方）出价；贡献 vi. 提议；出现；求婚 n. 提议；出价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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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219 opening 1 ['əupəniŋ] n.开始；机会；通路；空缺的职位 adj.开始的 v.开放（open的ing形式）；打开；公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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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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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223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24 outbreak 1 ['autbreik, ,aut'breik] n.（战争的）爆发；（疾病的）发作 vi.爆发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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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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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partner 1 ['pɑ:tnə] n.伙伴；合伙人；配偶 vi.合伙；合股；成为搭档 vt.使合作；与…合伙 n.(Partner)人名；(英、德)帕特纳

228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229 permitted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230 photos 1 英 ['fəʊtəʊ] 美 ['foʊtoʊ] n. 照片 v. 拍照

231 pill 1 [pil] n.药丸；弹丸，子弹；口服避孕药 vt.把…制成丸剂；使服用药丸；抢劫，掠夺（古语） vi.做成药丸；服药丸 n.(Pill)
人名；(英)皮尔

232 poorer 1 英 [pʊə(r)] 美 [pʊr] adj. 可怜的；贫穷的；低劣的 n. 穷人

233 prevented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
234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235 product 1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
236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237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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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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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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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ratio 1 ['reiʃiəu, -ʃəu] n.比率，比例

242 reduced 1 [ri'dju:st] adj.减少的；[数]简化的；缩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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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rejected 1 ['riː dʒekt] vt. 拒绝；排斥；驳回；丢弃 n. 不合格产品；被拒之人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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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247 rice 1 [rais] n.稻；米饭 vt.把…捣成米糊状 n.(Rice)人名；(瑞典)里瑟；(塞)里采；(英)赖斯

248 rounded 1 ['raundid] adj.圆形的；全面的；丰满的

249 rule 1 [ru:l] vi.统治；管辖；裁定 n.统治；规则 vt.统治；规定；管理；裁决；支配 n.(Rule)人名；(英)鲁尔；(塞)鲁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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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sang 1 [sæŋ] v.唱，唱歌（sing的过去式） n.(Sang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生；(瑞典、老、柬、泰)桑；(中)生(广东话·威妥玛)

252 satellite 1 ['sætəlait] n.卫星；人造卫星；随从；卫星国家

253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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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secretive 1 [si'kri:tiv, 'sikrətiv] adj.秘密的；偷偷摸摸的；促进分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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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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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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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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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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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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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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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sout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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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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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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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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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270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271 supported 1 [sə'pɔː tɪd] adj.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72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273 swallow 1 ['swɔləu] vt.忍受；吞没 vi.吞下；咽下 n.燕子；一次吞咽的量 n.(Swallow)人名；(英)斯沃洛

274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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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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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278 tightly 1 ['taitli] adv.紧紧地；坚固地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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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81 tools 1 [tu lː] n. 工具，用具（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）；器具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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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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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treatment 1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285 tricky 1 adj.狡猾的；机警的；棘手的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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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un 1 [ʌn, ən] pron.家伙，东西 n.(Un)人名；(柬)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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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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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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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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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useful 1 ['ju:sful] adj.有用的，有益的；有帮助的

293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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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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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viruses 1 ['vaɪərəsɪz] n. 病毒 名词virus的复数形式.

297 vitamins 1 [vaɪtəmɪns] n. 维生素 名词vitami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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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w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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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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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302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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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wider 1 [waɪdə] adj. 更宽的；更广阔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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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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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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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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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10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11 worry 1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312 worse 1 [wə:s, 'wə:s] adj.更坏的；更差的；更恶劣的（bad的比较级）；（病情）更重的（ill的比较级） adv.更糟；更坏；更恶劣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313 Wuhan 1 ['wu:'hɑ:n] n.武汉（中国湖北省省会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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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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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yong 1 n.勇（汉语拼音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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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zero 1 ['ziərəu, 'zi:rəu] n.零点，零度 num.零 n.(Zero)人名；(意)泽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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