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1-08 [As It Is] Macao Eases COVID Rules, But Tourism,
Casinos Yet to Recov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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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tivity 2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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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vertising 1 ['ædvətaiziŋ] n.广告；广告业；登广告 adj.广告的；广告业的 v.公告；为…做广告（advertise的ing形式）

7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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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m 1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-ed
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10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1 and 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2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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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p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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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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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rrivals 1 [ə'raɪvəlz] n. 到达 名词arrival的复数形式.

17 associate 1 [ə'səuʃieit, ə'səuʃiət, -eit] vi.交往；结交 n.同事，伙伴；关联的事物 vt.联想；使联合；使发生联系 adj.副的；联合的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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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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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21 averag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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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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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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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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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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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egin 1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29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30 betting 1 ['betiŋ] n.打赌；赌博 v.打赌（bet的ing形式）；断言

31 billion 3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32 bord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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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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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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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usinesses 2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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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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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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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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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41 casino 1 [kə'si:nəu] n.俱乐部，赌场；娱乐场 n.(Casino)人名；(西、法)卡西诺

42 casinos 3 英 [kə'siː nəʊ] 美 [kə'siː noʊ] n. 娱乐场；赌场；一种牌戏

43 cent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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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45 china 9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46 Chinese 2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47 city 3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48 coast 1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
49 colony 1 n.殖民地；移民队；种群；动物栖息地

50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51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
52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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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ontrols 1 英 [kən'trəʊls] 美 [kən'troʊls] n. 控制器；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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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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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ovid 5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59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60 crowds 1 [kraʊd] n. 人群；群众；大群；朋友 v. 拥挤；挤满；涌入；贴近；逼迫

61 dai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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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63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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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December 2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66 departure 1 [di'pɑ:tʃə] n.离开；出发；违背

67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68 driven 1 adj.被动的，受到驱策的；有紧迫感的；（人）发愤图强的 v.驾驶，开车（drive的过去分词）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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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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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earnings 1 ['ə:niŋz] n.收入

72 eased 2 [iː zd] adj. 放松的 动词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73 eases 1 [iː z] n. 容易；悠闲；安逸；自在 v. 减轻；放松；缓和；缓慢移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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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endure 1 [in'djuə] vt.忍耐；容忍 vi.忍耐；持续

76 enduring 1 [in'djuəriŋ] adj.持久的；能忍受的 v.忍耐（endur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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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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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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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entry 2 ['entri] n.进入；入口；条目；登记；报关手续；对土地的侵占

81 eve 1 n.夏娃；前夕；傍晚；重大事件关头

82 eve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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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exist 1 [ig'zist] vi.存在；生存；生活；继续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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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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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fell 1 [fel] adj.凶猛的；毁灭性的 vt.砍伐；打倒；击倒 n.[林]一季所伐的木材；折缝；兽皮 v.掉下；摔倒；下垂；变坏（fall的过
去式） n.(Fe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费尔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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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fingers 1 ['fɪŋɡəz] n. 手指 名词finger的复数形式.

89 for 1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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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92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3 gambling 4 ['gæmbliŋ] n.赌博；投机 v.赌博；打赌（gamble的ing形式） n.(Gambling)人名；(英)甘布林

94 games 1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95 gaming 1 ['geimiŋ] n.赌博；赌胜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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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Glenn 1 [glen] n.格伦（男子名）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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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9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100 greatly 1 ['greitli] adv.很，大大地；非常

101 harmful 1 ['hɑ:mful] adj.有害的；能造成损害的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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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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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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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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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holidays 1 ['hɔlədiz] adv.每逢假日，在假日 v.度假（holiday的单三形式） n.假日（holiday的复数形式）

108 Hong 2 [hɔŋ] n.（中国、日本的）行，商行 n.(Hong)人名；(中)洪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鸿；(柬)洪

109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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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improved 2 [ɪm'pruːvd] adj. 改良的；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12 in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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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3 increase 2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114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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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infections 1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17 into 1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
118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9 issuing 1 ['ɪʃu ]ː n. 议题；问题；期刊号；一次发行额；发行；<律>子女 v. 发表；公布；正式发给；发行；流出

120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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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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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123 ju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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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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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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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6 Kong 1 [kɔŋ] n.钢；含锡砾石下的无矿基岩 n.(Kong)人名；(泰)空；(老、柬)贡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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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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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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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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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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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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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3 legal 1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134 level 2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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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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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7 luck 1 [lʌk] n.运气；幸运；带来好运的东西 vi.靠运气，走运；凑巧碰上 n.(Luck)人名；(德、瑞典)卢克；(英)勒克；(法)吕克

138 lunar 2 ['lju:nə] adj.月亮的，月球的；阴历的；银的；微亮的 n.(Lunar)人名；(西)卢纳尔

139 macao 13 [mə'kau] n.澳门

140 made 1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141 mainland 2 ['meinlənd] n.大陆；本土 adj.大陆的；本土的 n.(Mainland)人名；(英)梅因兰

142 management 1 ['mænidʒmənt] n.管理；管理人员；管理部门；操纵；经营手段

143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44 mark 1 n.标志；马克；符号；痕迹；分数 vi.作记号 vt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 n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

145 mccartney 3 n.麦卡特尼（男子名）

146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
147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48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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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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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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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53 negative 2 ['negətiv] adj.[数]负的；消极的；否定的；阴性的 n.否定；负数；[摄]底片 vt.否定；拒绝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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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56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57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158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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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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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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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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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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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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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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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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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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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170 pandemic 3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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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passports 1 ['paː spɔː ts] n. 护照；通行证；手段；保障 名词passport的复数形式.

172 peak 1 [pi:k] n.山峰；最高点；顶点；帽舌 vt.使达到最高点；使竖起 vi.消瘦；到达最高点；变憔悴 adj.最高的；最大值的 n.
(Peak)人名；(英)皮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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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perce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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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pfizer 1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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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pleasure 1 ['pleʒə, 'plei-] n.快乐；希望；娱乐；令人高兴的事 vt.使高兴；使满意 vi.高兴；寻欢作乐

178 police 1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
179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80 Portuguese 1 [,pɔ:tju'gi:z; -'gi:s] adj.葡萄牙的；葡萄牙人的；葡萄牙语的 n.葡萄牙语；葡萄牙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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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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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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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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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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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recorded 1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
187 recover 1 [ri'kʌvə] vt.恢复；弥补；重新获得 vi.恢复；胜诉；重新得球 n.还原至预备姿势 n.(Recover)人名；(西)雷科韦尔

188 recovery 2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
189 regain 1 [ri'gein, ri:-] vt.恢复；重新获得；收回 vi.上涨 n.收复；取回

190 remained 1 [rɪ'meɪn] v. 剩余；逗留；留下；依然；保持 n. 剩余物；遗迹；残骸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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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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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193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194 resort 1 [ri'zɔ:t] n.凭借，手段；度假胜地；常去之地 vi.求助，诉诸；常去；采取某手段或方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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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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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198 rul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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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9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人名；(英)朗宁

200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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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sa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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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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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shop 1 [ʃɔp] n.商店；店铺 vt.购物 vi.购物；买东西

204 signs 1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205 sits 1 [sɪt] v. 坐；栖息；使就座 n. 坐；栖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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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snap 1 [snæp] vt.突然折断，拉断；猛咬；啪地关上 vi.咬；厉声说；咯嗒一声关上 n.猛咬；劈啪声；突然折断 adj.突然的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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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soi 1 abbr. 通信操作指令(=Signal Operation Instruction)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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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212 sort 1 [sɔ:t] n.种类；方式；品质 vi.分类；协调；交往 vt.将…分类；将…排序；挑选出某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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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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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start 2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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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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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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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strength 1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
219 strictest 1 [strɪkt] adj. 严格的；精确的；完全的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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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222 territory 1 ['teritəri] n.领土，领域；范围；地域；版图

223 test 1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224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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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the 3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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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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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29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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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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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through 1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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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to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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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5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36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37 tourism 7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
238 tourists 1 ['tuərɪsts] n. 旅游者，旅行者，观光客（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）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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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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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vaccine 2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242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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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visitor 2 ['vizitə] n.访问者，参观者；视察者；候鸟

245 visitors 1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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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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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
250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51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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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254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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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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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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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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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year 5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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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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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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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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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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