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7-18 [Health and Lifestyle] Which Online Services Will Stay
after the Pandemic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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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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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
4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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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ctivities 2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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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dded 5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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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dults 4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11 affairs 1 英 [ə'feə(r)] 美 [ə'fer] n. 私通；事件；事务；事情

12 after 5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3 ages 1 [eɪdʒ] n. 年龄；时代；时期；长时间 v. （使）变老；（使）陈化

14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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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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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18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9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20 alycia 1 n. 阿莉西娅

21 americans 3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22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23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4 and 1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5 angie 1 ['ændʒi] n.安琪（女子名）；安吉（男子名）

26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27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28 ap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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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 appointment 3 [ə'pɔintmənt] n.任命；约定；任命的职位

30 appointments 2 n. 约定（appointment的复数）；[船] 设备

31 a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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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rizona 1 [,æri'zəunə] n.美国亚利桑那州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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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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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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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 attend 1 [ə'tend] vt.出席；上（大学等）；照料；招待；陪伴 vi.出席；致力于；照料；照顾

37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38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39 babies 1 ['beɪbi] n. 婴儿；宝贝儿；孩子气的人 adj. 婴儿的；小型的 vt. 溺爱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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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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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42 balance 1 ['bæləns] n.平衡；余额；匀称 vt.使平衡；结算；使相称 vi.保持平衡；相称；抵销 n.(Balance)人名；(西)巴兰塞

43 bayne 4 n. 贝恩

44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5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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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benefit 2 n.利益，好处；救济金 vt.有益于，对…有益 vi.受益，得益

48 benefits 1 ['benɪfɪt] n. 利益；津贴；义演；保险金；借助 vt. 有益于；得益

49 boys 1 n.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.

50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51 b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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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buying 1 n.买进 v.购买；获得；收买（buy的ing形式）

53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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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
55 calls 1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56 ca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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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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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areful 1 ['kεəful] adj.仔细的，小心的

59 center 4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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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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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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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hosen 1 ['tʃəuzən] vt.选择（choos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挑选出来的，精选的

64 clo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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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combination 1 [,kɔmbi'neiʃən] n.结合；组合；联合；[化学]化合

66 comment 3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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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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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conference 1 n.会议；讨论；协商；联盟；（正式）讨论会；[工会、工党用语]（每年的）大会 vi.举行或参加（系列）会议

70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71 consumer 1 [kən'sju:mə] n.消费者；用户，顾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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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74 convenience 2 [kən'vi:njəns] n.便利；厕所；便利的事物

75 convenient 2 adj.方便的；[废语]适当的；[口语]近便的；实用的

76 cornelius 1 [kɔ:'ni:liəs] n.科尼利厄斯（男子名）；王权象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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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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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course 1 n.科目；课程；过程；进程；道路；路线，航向；一道菜 vt.追赶；跑过 vi.指引航线；快跑

80 covid 4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81 created 2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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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delivery 8 [di'livəri] n.[贸易]交付；分娩；递送

84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85 difficulties 1 ['dɪfɪkəlti] n. 困难；争议；麻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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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difficulty 1 ['difikəlti] n.困难，困境

87 digital 1 ['didʒitəl] adj.数字的；手指的 n.数字；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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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do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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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doct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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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92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93 doing 2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94 donna 1 ['dɔnə, 'dɔ:nnɑ:] n.堂娜（女子名）；（意）女士（置于女士名字前的尊称，相当于Madam）

95 drive 1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96 driving 1 ['draiviŋ] adj.强劲的；推进的；精力旺盛的 n.驾驶；操纵 v.驾驶（drive的ing形式）

97 during 4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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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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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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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102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103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104 English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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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enter 1 ['entə] vt.进入；开始；参加 vi.参加，登场；进去 n.[计]输入；回车 n.(Enter)人名；(英)恩特

106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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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exercise 1 ['eksəsaiz] n.运动；练习；运用；操练；礼拜；典礼 vt.锻炼；练习；使用；使忙碌；使惊恐 vi.运动；练习

109 expects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110 explain 1 [ik'splein] v.说明；解释

111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112 famil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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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ather 1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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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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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field 1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117 fingerhut 1 n. 芬格赫特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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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food 7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20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1 found 7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22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23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24 front 1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
125 future 2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126 George 1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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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go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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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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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goo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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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hairston 2 n. 海尔斯顿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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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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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hannah 1 ['hænə] n.汉娜（女子名）

134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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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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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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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health 5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38 healthcare 1 ['helθkeə] 保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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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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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helpful 1 ['helpful] adj.有帮助的；有益的

142 he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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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3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44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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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his 4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46 Hoffman 3 n.霍夫曼（男子名）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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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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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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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husband 1 ['hʌzbənd] vt.节约地使用（或管理） n.丈夫 n.(Husband)人名；(英)赫斯本德

151 hybrid 2 ['haibrid] n.杂种，混血儿；混合物 adj.混合的；杂种的

152 idiom 1 ['idiəm] n.成语，习语；土话

153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54 Illinois 1 [,ili'nɔi(z)] n.伊利诺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155 in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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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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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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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59 i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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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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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Karen 1 ['ka:rən] n.凯伦（人名）；克伦邦（缅甸邦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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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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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65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166 les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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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likely 6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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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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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limits 1 ['lɪmɪts] n.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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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172 lining 2 ['lainiŋ] n.衬里；内层；衬套

173 live 2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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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lowe 2 [ləu] n.劳氏（世界知名跨国公司）；灵狮（全球第4大广告代理机构）

176 makes 2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177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78 married 1 ['mærid] adj.已婚的，有配偶的；婚姻的，夫妇的；密切结合的 n.已婚者 v.结婚，与…结婚（marry的过去式）

179 materials 1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180 matteo 2 n. 马泰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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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medical 3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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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mental 1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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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missing 2 ['misiŋ] adj.失踪的；缺少的 v.错过（miss的ing形式）；想念；漏掉 n.(Missing)人名；(德)米辛

187 mo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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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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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m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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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191 necessarily 1 ['nesəsərəli, ,nesə'serəli] adv.必要地；必定地，必然地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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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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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needing 1 [niː d] v. 需要；必需 n. 需要；必要；缺乏 aux. 需要，必须（无时态、人称变化，后与不带 to 的动词不定式连用，多
用于疑问句和否定句）

195 nervous 1 ['nə:vəs] adj.神经的；紧张不安的；强健有力的

196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97 norc 3 =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全国民意研究中心([美]芝加哥大学)

198 normal 1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199 not 8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00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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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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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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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of 2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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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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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old 5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208 Older 2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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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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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online 13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12 onl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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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operation 1 [,ɔpə'reiʃən] n.操作；经营；[外科]手术；[数][计]运算

214 opinion 2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215 option 1 ['ɔpʃən] n.[计]选项；选择权；买卖的特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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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options 4 ['ɒpʃnz] 选择；选择权,名词option的复数形式

217 or 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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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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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21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22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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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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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pandemic 13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25 particular 2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226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27 percentages 1 [pə'sentɪdʒɪz] n. 百分比；百分率 名词percentage的复数形式.

228 pers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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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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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pick 1 [pik] vi.挑选；采摘；挖 vt.拾取；精选；采摘；掘 n.选择；鹤嘴锄；挖；掩护 n.(Pi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捷、匈、瑞
典)皮克

231 picked 1 ['pikid, pikt] adj.采摘的；精选的 v.挑选；采摘（pick的过去式）

232 pickup 3 ['pikʌp] n.收集，整理；小卡车；拾起；搭车者；偶然结识者 n.(Pickup)人名；(英)皮卡普

233 pl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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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35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236 popularized 1 英 ['pɒpjələraɪz] 美 ['pɑːpjələraɪz] vt. 普及；使流行；使通俗化

237 possibility 1 [,pɔsə'biləti] n.可能性；可能发生的事物

238 pre 1 abbr.炼油工程师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）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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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public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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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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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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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questioned 1 ['kwestʃən] n. 问题；疑问 v. 询问；怀疑

244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245 re 2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46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247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248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49 recognize 1 ['rekəgnaiz] vt.认出，识别；承认 vi.确认，承认；具结

250 reducing 1 英 [rɪ'djuːsɪŋ] 美 [rɪ'duːsɪŋ] n. 减低；还原；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51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252 reimagine 1 vt.重新构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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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remain 1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
255 replies 1 [rɪ'plaɪ] v. 回答；答复；回应 n. 回答；答复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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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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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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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59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260 researchers 1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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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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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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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Rico 1 ['rikəu] abbr.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（RacketeerInfluencedandCorruptOrganizationsAct） n.(Rico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
意、葡)里科

266 routine 1 [ru:'ti:n] n.[计]程序；日常工作；例行公事 adj.日常的；例行的

267 routines 2 [ru 'ːtiː nz] n. 常规性工作；例行公事；日常事务 名词routin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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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said 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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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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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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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scary 1 adj.（事物）可怕的；恐怖的；吓人的；（人）提心吊胆的；引起惊慌的；胆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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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schooling 1 ['sku:liŋ] n.学校教育；学费 v.教育（school的ing形式）；培养 n.(Schooling)人名；(英)斯库林

275 se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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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sees 1 abbr.扩展企业应用套件（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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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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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services 19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280 sh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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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1 shopping 1 ['ʃɔpiŋ] n.购物，买东西 v.购物（shop的ing形式）

282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283 silver 2 ['silvə] n.银；银器；银币；银质奖章；餐具；银灰色 adj.银的；含银的；有银色光泽的；口才流利的；第二十五周年的
婚姻 vi.变成银色 vt.镀银；使有银色光泽 n.(Silver)人名；(法)西尔韦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西尔弗

284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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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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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sixty 1 ['siksti] num.六十；六十个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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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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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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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something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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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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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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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st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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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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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298 Stewart 2 ['stju:ət; 'stju-] n.[宝]斯图尔特（男子名）

299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300 stores 1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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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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study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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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stuff 3 [stʌf] n.东西；材料；填充物；素材资料 vt.塞满；填塞；让吃饱 vi.吃得过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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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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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308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09 takeout 1 ['teikaut] n.外卖；（桥牌中）示意搭档改叫的叫牌 adj.外卖的，供顾客带出外吃的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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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1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312 technological 1 [,teknə'lɔdʒikəl] adj.技术的；工艺的

313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314 telemedicine 6 ['teli,medisin] n.（通过遥测、电视、电话等方式求诊的）远距离医学

315 teleworking 1 英 ['teliwɜːkɪŋ] 美 ['teliwɜ rːkɪŋ] n. （利用电脑、电子邮件等）在家中办公

316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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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that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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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the 4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19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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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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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23 they 10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24 things 4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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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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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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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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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330 tim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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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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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32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33 Tony 1 ['təuni] n.托尼（男名）

334 traveling 1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
335 troublesome 1 ['trʌblsəm] adj.麻烦的；讨厌的；使人苦恼的

336 twin 1 [twin] vt.使成对 n.双胞胎中一人 adj.双胞胎的 vi.成对；生双胞胎 n.(Twin)人名；(英)特温

337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38 understands 1 英 [ˌʌndə'stænd] 美 [ˌʌndər'stænd] v. 懂得；明白；理解；认识到；听说；获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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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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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us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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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used 3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343 useful 2 ['ju:sful] adj.有用的，有益的；有帮助的

344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45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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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video 2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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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 virtual 8 adj.[计]虚拟的；实质上的，事实上的（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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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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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want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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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52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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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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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went 2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356 were 6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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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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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360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361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362 wife 1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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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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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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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367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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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9 wor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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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0 works 2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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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人名；(英)朗

373 year 6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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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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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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