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5-20 [Health and Lifestyle] North Korea Fights COVID with
Leaves and Tea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2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north 26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3 in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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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Korea 24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5 of 2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6 to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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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and 2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8 people 1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9 said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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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they 1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1 with 1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2 has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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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 country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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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hav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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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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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covid 8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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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because 7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0 say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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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south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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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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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Korea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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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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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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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 their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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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who 6 pron.谁；什么人

28 choi 5 (=(considered)characteristic(of)osteogenesis imperfecta) 被认为是成骨不全的特性

29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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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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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her 4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33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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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medical 4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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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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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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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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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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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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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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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die 3 [dai] vi.死亡；凋零；熄灭 vt.死，死于… n.冲模，钢模；骰子 n.(Die)人名；(西)迭；(阿拉伯)迪埃

42 died 3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43 fever 3 ['fi:və] n.发烧，发热；狂热 vt.使发烧；使狂热；使患热病 vi.发烧；狂热；患热病

44 hel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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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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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Kang 3 [kɑ:ŋ] n.（汉）炕 n.(Kang)人名；(柬)康

48 medicines 3 ['medsnz] 药品

49 my 3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50 officials 3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51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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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patients 3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53 recently 3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54 since 3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55 sister 3 n.姐妹；（称志同道合者）姐妹；修女；护士 adj.姐妹般的；同类型的

56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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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sta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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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suspected 3 英 [səs'pektɪd] 美 [sə'spektɪd] adj. 可疑的；嫌疑的 动词su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9 tea 3 [ti:] n.茶叶；茶树；茶点 vt.给…沏茶 vi.喝茶；进茶点 n.(Tea)人名；(柬)迪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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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62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63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64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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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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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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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breathing 2 ['bri:ðiŋ] n.呼吸；瞬间；微风 adj.呼吸的；逼真的 v.呼吸（breathe的现在分词）

69 brother 2 ['brʌðə] n.兄弟；同事；战友 int.我的老兄！ n.(Brother)人名；(英)布拉泽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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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china 2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72 contact 2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73 d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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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dealing 2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75 defector 2 [di'fektə] n.背叛者；逃兵；叛离者

76 defectors 2 n.叛离者，逃兵，背叛者( defector的名词复数 )

77 disease 2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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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doctors 2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80 done 2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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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81 drink 2 [driŋk] vt.喝，饮；吸收；举杯庆贺 vi.喝酒；饮水；干杯 n.酒，饮料；喝酒

82 fearful 2 ['fiəful] adj.可怕的；担心的；严重的

83 fled 2 [fled] v.逃走（flee的过去分词）；消逝

84 form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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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86 grandmother 2 ['grænd,mʌðə] n.祖母；女祖先 vt.当…的祖母 vi.当祖母

87 hi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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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honeysuckle 2 ['hʌni,sʌkl] n.[植]金银花；忍冬；忍冬属植物 adj.忍冬属植物的

89 hu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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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internationa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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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Kim 2 [kim] n.金姆（人名）

92 late 2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93 leaves 2 [li:vz] n.树叶；花瓣（leaf的复数） v.离开（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94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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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ll 2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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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measures 2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98 media 2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99 medicine 2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100 mild 2 [maild] adj.温和的；轻微的；淡味的；文雅的；不含有害物质的的 n.（英国的一种）淡味麦芽啤酒 n.(Mild)人名；(瑞典)
米尔德；(德、捷、芬)米尔德

101 mill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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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mismanagement 2 ['mis'mænidʒmənt] n.管理不善；处置失当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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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must 2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105 offer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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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office 2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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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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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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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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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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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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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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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recent 2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115 sibling 2 ['sibliŋ] n.兄弟姊妹；民族成员

116 spreading 2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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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symptoms 2 ['sɪmptəmz] n. 症候 名词symptom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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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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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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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2 toll 2 n.通行费；代价；钟声；伤亡人数 vt.征收；敲钟 vi.鸣钟；征税

123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124 vulnerable 2 ['vʌlnərəbl] adj.易受攻击的，易受…的攻击；易受伤害的；有弱点的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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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willow 2 ['wiləu] n.[林]柳树；[木]柳木制品 adj.柳木制的 n.(Willow)人名；(英)威洛，薇洛(女名)

127 worry 2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128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129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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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aches 1 [eɪk] n. 痛；隐痛 vi. 渴望；痛

132 ac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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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134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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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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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admitted 1 [əd'mitid] adj.公认的；被承认了的 v.承认（admit的过去分词）

138 advised 1 [əd'vaizd] adj.考虑过的；细想过的 v.建议（advise的过去分词）；劝告

139 advising 1 [əd'vaɪzɪŋ] n. 劝告；通知；忠告 动词advis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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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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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agriculture 1 n.农业；农耕；农业生产；农艺，农学

143 aide 1 [eid] n.助手；副官；侍从武官 n.(Aide)人名；(葡)艾德

144 aired 1 英 [eə(r)] 美 [er] n. 空气；天空；空中；感觉；神态；曲调；装腔作势 v. 晾干；使通风；广播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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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47 answered 1 英 ['ɑːnsə(r)] 美 ['ænsər] v. 回答；答复；接电话 n. 答案；回答；答复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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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antiviral 1 [ˌænti'vaɪrəl] adj. 抗病原体的

150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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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153 aren 1 阿伦

154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155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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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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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8 attempted 1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
159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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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badly 1 ['bædli] adv.非常，很；严重地，厉害地；恶劣地

162 banned 1 [bæn] v. 禁止；剥夺权利 n. 禁令；禁止

163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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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166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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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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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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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171 boil 1 [bɔil] vi.煮沸，沸腾；激动，激昂 vt.煮沸，烧开；使…激动；使…蒸发 n.沸腾，煮沸；疖子 n.(Boil)人名；(俄)博伊尔

172 bought 1 [bɔ:t] v.买（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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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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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Caty 1 卡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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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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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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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0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181 Cho 1 abbr.首席人事官（ChiefHumanresourcesOfficer） n.(Cho)人名；(中)卓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越)给；(日)猪(姓)；(缅)丘

182 chung 1 n.钟，宗，忠，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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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class 1 n.阶级；班级；种类；班；等级 vt.分类；把…分等级；把…归入某等级，把…看作（或分类、归类）；把…编入某一
班级 adj.极好的；很好的，优秀的，出色的 vi.属于…类（或等级），被列为某类（或某级） n.（英、德）克拉斯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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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commissioner 1 [kə'miʃənə] n.理事；委员；行政长官；总裁

187 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188 comparing 1 [kəm'peərɪŋ] n. 比较 动词compare的现在分词.

189 connect 1 [kə'nekt] vt.连接；联合；关连 vi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

190 contacts 1 英 ['kɒntækts] 美 ['kɑntækts] n. 联系人；触体 名词contact的复数形式.

191 contained 1 [kən'teind] adj.泰然自若的，从容的；被控制的 v.包含；遏制（contain的过去分词）；容纳

192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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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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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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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97 dea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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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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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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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doctor 1 vt.修理；篡改，伪造；为…治病；授以博士学位 n.医生；博士 vi.就医；行医

201 d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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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2 drugs 1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
203 drugstore 1 ['drʌgstɔ:] n.[药]药房（常兼售化妆品、杂志等杂货）；（美）杂货店

204 drugstores 1 [d'rʌɡstɔː z] 医药专卖店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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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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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208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209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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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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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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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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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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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explain 1 [ik'splein] v.说明；解释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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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f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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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218 farming 1 ['fɑ:miŋ] n.农业，耕作 v.耕种；出租（farm的ing形式）

219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220 father 1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
221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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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fights 1 [faɪt] n. 战斗；打架；斗志 vt. 打架；对抗 vi. 奋斗；斗争；争吵

224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225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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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228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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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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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grams 1 n. <非正式> 祖母； 外祖母 n. 克（重量单位） 名词gram的复数形式

232 greens 1 n.绿地；绿叶蔬菜；生手；绿色物（green的复数） v.使变绿色；使恢复活力（green的三单形式）

233 guidelines 1 ['ɡaɪdlaɪnz] n. 指导方针；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.

234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
伯、巴基)哈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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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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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238 heart 1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
239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240 homeless 1 ['həumlis] adj.无家可归的 无家可归的人 无家可归

241 homemade 1 ['həum'meid] adj.自制的；国产的；像家里做的

242 honey 1 ['hʌni] n.蜂蜜；宝贝；甜蜜 adj.甘美的；蜂蜜似的 vt.对…说甜言蜜语；加蜜使甜 vi.奉承；说甜言蜜语 n.(Honey)人名；
(英)霍尼

243 hospitals 1 ['hɒspɪtlz] 医院

244 hot 1 [hɔt] adj.热的；辣的；热情的；激动的；紧迫的 adv.热；紧迫地 vi.变热 vt.增加；给…加温 n.(Hot)人名；(塞)霍特；(法)奥
特

245 Hui 1 ['hju:i] abbr.拟人化用户界面（HumanUserInterface） n.(Hui)人名；(中)惠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匈)胡伊

246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247 Hun 1 [hʌn] n.匈奴人；野蛮人；德国兵

248 hyesan 1 惠山[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东北部城市]

249 identify 1 vt.确定；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；使参与；把…看成一样vi.确定；认同；一致

250 illness 1 ['ilnis] n.病；疾病

251 improved 1 [ɪm'pruːvd] adj. 改良的；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52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253 industrial 1 [in'dʌstriəl] adj.工业的，产业的；从事工业的；供工业用的；来自勤劳的 n.工业股票；工业工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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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infomercials 1 n.<美>专题广告片( infomercial的名词复数 )

256 inoculate 1 [i'nɔkjuleit] vt.[医]接种；嫁接；灌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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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inoculated 1 英 [ɪ'nɒkjuleɪt] 美 [ɪ'nɑːkjuleɪt] v. 给 ... 注射疫苗；灌输

258 intensive 1 [in'tensiv] adj.加强的；集中的；透彻的；加强语气的 n.加强器

259 isolated 1 ['aisəleitid] adj.孤立的；分离的；单独的；[电]绝缘的 v.使孤立；使绝缘；脱离（isolate的过去分词）

260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261 jin 1 [dʒin] n.（汉语）斤（重量单位）；神灵（等于jinni） n.(Jin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仁；(英)吉恩

262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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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Jung 1 n.荣格（姓氏）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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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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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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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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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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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koreans 1 朝鲜人

272 lacks 1 [læk] n. 缺乏；无 v. 缺乏；不足

273 lactating 1 [læk'teɪt] vi. 分泌乳汁 n. 乳酸盐

274 largely 1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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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laws 1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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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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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79 leaf 1 [li:f] n.叶子；（书籍等的）一张；扇页 vi.生叶；翻书页 vt.翻…的页，匆匆翻阅 n.(Leaf)人名；(英)利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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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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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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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limiting 1 ['limitiŋ] adj.限制的；限制性的 v.限制；限定（limit的现在分词）

284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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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287 lockdown 1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288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289 loved 1 [lʌvd] v.热爱（lov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恋爱的；受珍爱的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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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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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managing 1 ['mænidʒiŋ] adj.管理的；节约的；爱管闲事的 v.管理；设法对付（manage的ing形式）

293 masses 1 ['mæsɪz] n. 平民；群众

294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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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96 medications 1 [medɪ'keɪʃnz] 药物

297 mi 1 [mi:] abbr.惯性矩（momentofinertia） n.大音阶的第三音 n.(Mi)人名；(老、柬)米

298 military 1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299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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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 mo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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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302 mothers 1 英 ['mʌðə(r)] 美 ['mʌðər] n. 母亲；妈妈 adj. 母亲的；母体的；本源的 vt. 生育；像母亲一样关爱

303 na 1 [nɑ:; nə] abbr.国家科学院院士（Nationalacademician） n.(Na)人名；(中)那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纳(与后续部分连写)；(老、
喀)纳

304 neighboring 1 ['neibəriŋ] adj.邻近的；附近的（等于neighbouring） v.与…为邻；位于附近（neighbor的ing形式）

305 newspaper 1 ['nju:s,peipə, 'nju:z-] n.报纸 报社 旧报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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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nuclear 1 ['nju:kliə, 'nu:-] adj.原子能的；[细胞]细胞核的；中心的；原子核的

308 numb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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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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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observers 1 [əb'zɜːvəz] 观测器

311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312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313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314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315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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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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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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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picking 1 ['pikiŋ] n.采摘；掘，撬开；采得物；赃物 v.采摘，挑选，挑惕（pick的ing形式）

320 pills 1 [pɪl] n. 药丸；药片 v. 服用药丸；把 ... 制成药丸；<俚>投票反对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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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pneumonia 1 [nju:'məunjə] n.肺炎

323 poor 1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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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pressed 1 [prest] adj. （金钱、时间等）紧迫的；压平的 动词pr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26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327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328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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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protective 1 [prəu'tektiv] adj.防护的；关切保护的；保护贸易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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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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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334 quarantin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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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quarantine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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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quarantin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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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Ra 1 [ra:] abbr.皇家学院（RoyalAcademy）；随机存取（RandomAccess）；研究协会（ResearchAssociation）；赤经
（RightAscension） n.(Ra)人名；(日)罗(姓)；(缅)拉；(朝)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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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regretted 1 [rɪɡ'retɪd] v. 后悔；惋惜；为 ... 感到遗憾（动词regr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40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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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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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3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344 resettled 1 ['riː 'setld] adj. 再安顿的；再定居的 动词resett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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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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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rodong 1 n. 《劳动新闻》
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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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rural 1 ['ruərəl] adj.农村的，乡下的；田园的，有乡村风味的

351 Russia 1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352 sad 1 [sæd] adj.难过的；悲哀的，令人悲痛的；凄惨的，阴郁的（形容颜色）

353 sanction 1 ['sæŋ,kʃən] n.制裁，处罚；认可；支持 vt.制裁，处罚；批准；鼓励

354 sanctions 1 ['sæŋkʃnz] n. 制裁 名词sanction的复数形式.

355 save 1 vt.节省；保存；储蓄；解救 vi.节省；挽救 prep.除...之外 n.救援 n.(Save)人名；(法)萨夫；(意、保、西、罗、塞、瑞典)
萨薇(女名)，萨韦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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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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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360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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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shot 1 n.发射；炮弹；射手；镜头 adj.用尽的；破旧的；杂色的，闪光的 v.射击（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63 si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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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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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sickness 1 ['siknis] n.疾病；呕吐；弊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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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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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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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song 1 [sɔŋ, sɔ:ŋ] n.歌曲；歌唱；诗歌；鸣声 n.(Song)人名；(泰)颂；(柬)松；(英)桑；(老)宋；(越)双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松
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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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spit 1 [spit] vi.吐痰；吐口水；发出劈啪声 vt.吐，吐出；发出；发射 n.唾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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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States 1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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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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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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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suffering 1 ['sʌfəriŋ] n.受难；苦楚 adj.受苦的；患病的 v.受苦；蒙受（suffer的ing形式）

379 suspects 1 [sə'spekt] v. 怀疑；猜想 n. 嫌疑犯 adj. 可疑的；不可信的

380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81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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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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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talked 1 [tɔː k] v. 交谈；商讨；演讲；阐述；劝服 n. 谈话；会谈；讨论；讲话；空谈

385 television 1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
386 temperature 1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387 thew 1 [θju:] n.体力；肌肉 n.(Thew)人名；(英)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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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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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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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1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392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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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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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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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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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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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treatments 1 ['triː tmənts] n. 治疗；疗法（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）

400 trust 1 ['trʌst] n.信任，信赖；责任；托拉斯 vt.信任，信赖；盼望；赊卖给 vi.信任，信赖；依靠 n.(Trust)人名；(英)特拉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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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2 underreporting 1 英 ['ʌndərɪ'pɔː t] 美 [ˌʌndərɪ'poʊrt] vt. 少报(收入等)；低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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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units 1 ['juːnɪts] n. 单位 名词unit的复数形式.

405 unvaccinated 1 [ʌn'væksɪneɪtɪd] adj. 未接种过的

4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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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urged 1 ['ɜːdʒd] v. 催促；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08 vaccine 1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409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
410 visi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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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water 1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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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414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415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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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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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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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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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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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wild 1 [waild] adj.野生的；野蛮的；狂热的；荒凉的 n.荒野 adv.疯狂地；胡乱地 n.(Wild)人名；(英)怀尔德；(法、德、葡、捷、
匈)维尔德

422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4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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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4 work 1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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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6 worries 1 ['wʌrɪs] n. 烦恼；令人担忧的事物 名词worry的复数形式.

427 worrying 1 ['wʌriiŋ, -'wə:-] adj.令人担心的；烦恼的 v.担心（worry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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