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1-04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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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of 2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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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in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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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tha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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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 mo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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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year 8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1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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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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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4 world 6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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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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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cnn 5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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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new 5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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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payments 5 ['peɪmənts] 支付

22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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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vaccines 5 疫苗程序

24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25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6 Asher 4 ['æʃə] n.亚瑟（犹太民族的祖先之一，雅各的第八个儿子）

27 hel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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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money 4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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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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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2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3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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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dollar 3 ['dɔlə] n.美元 n.(Dollar)人名；(英)多拉尔

36 getting 3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37 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38 lost 3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39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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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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ndemic 3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42 plac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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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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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stimulus 3 ['stimjuləs] n.刺激；激励；刺激物

45 tak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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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6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47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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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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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51 aire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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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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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available 2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54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55 bill 2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
56 bri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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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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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arl 2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59 cash 2 [kæʃ] n.现款，现金 vt.将…兑现；支付现款 n.(Cash)人名；(英)卡什

60 cayman 2 ['keimən] n.鳄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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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ovid 2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63 currently 2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64 earned 2 ['ɜːnd] adj. 挣得的；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5 economy 2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66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67 events 2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68 fa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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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female 2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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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72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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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74 healthcare 2 ['helθkeə] 保健

75 hope 2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76 Islands 2 ['ailənds] n.群岛（island的复数）；岛屿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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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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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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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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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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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83 package 2 ['pækidʒ] n.包，包裹；套装软件，[计]程序包 adj.一揽子的 vt.打包；将…包装

84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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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priority 2 [prai'ɔrəti] n.优先；优先权；[数]优先次序；优先考虑的事

86 receive 2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87 residents 2 ['rezɪdənts] 居民

88 safe 2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89 second 2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90 shots 2 英 [ʃɒt] 美 [ʃɑ tː] n. 注射；投篮；发射；拍摄；开枪；子弹 adj. (织物)闪色的；精疲力尽的；完了的 动词shoot的过去式和过
去分词.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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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Stat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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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tape 2 [teip] n.胶带；磁带；带子；卷尺 vt.录音；用带子捆扎；用胶布把…封住 vi.用磁带录音 n.(Ta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94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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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unidentified 2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96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97 us 2 pron.我们

98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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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101 workers 2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102 Wuhan 2 ['wu:'hɑ:n] n.武汉（中国湖北省省会）

103 zain 2 [zein] n.纯暗色马（无斑点） n.(Zain)人名；(印尼、巴基、阿拉伯)扎因

104 accounts 1 [ə'kaʊnts] n. 帐目；叙述；账户；客户，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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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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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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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allergic 1 [ə'lə:dʒik] adj.对…过敏的；对…极讨厌的

110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11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12 anchor 1 n.锚；抛锚停泊；靠山；新闻节目主播 vt.抛锚；使固定；主持节目 vi.抛锚 adj.末棒的；最后一棒的

113 approved 1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114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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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aren 1 阿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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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arrival 1 [ə'raivəl] n.到来；到达；到达者

118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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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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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0 Australian 1 [ɔ:'streɪljən] adj.澳大利亚的，澳大利亚人的 n.澳大利亚人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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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bank 1 [bæŋk] n.银行；岸；浅滩；储库 vt.将…存入银行；倾斜转弯 vi.堆积；倾斜转弯 n.(B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)班克；(法、
匈)邦克

123 bath 1 [bɑ:θ/bæθ] n.沐浴；浴室；浴盆 vt.洗澡 vi.洗澡

124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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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127 benefits 1 ['benɪfɪt] n. 利益；津贴；义演；保险金；借助 vt. 有益于；得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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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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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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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131 bitcoin 1 点对点（peer-to-peer）基于网络的匿名数字货币

132 brave 1 [breiv] adj.勇敢的；华丽的 vt.勇敢地面对 n.勇士 n.(Brave)人名；(英)布雷夫；(俄)布拉韦

133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134 Buddhist 1 ['budist] n.佛教徒 adj.佛教的

135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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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cares 1 n. 关心 名词care的复数形式.

138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139 challenging 1 ['tʃælindʒiŋ] adj.挑战的；引起挑战性兴趣的 v.要求；质疑；反对；向…挑战；盘问（challenge的ing形式）

140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141 charge 1 [tʃɑ:dʒ] n.费用；电荷；掌管；控告；命令；负载 vt.使充电；使承担；指责；装载；对…索费；向…冲去 vi.充电；控
告；索价；向前冲；记在账上 n.(Charge)人名；(法)沙尔热；(英)查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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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cleansing 1 ['klenziŋ] adj.清净的，有去污作用的 n.净化；洗清 v.清洗；使…纯洁（cleanse的ing形式）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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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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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closer 1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
147 collective 1 [kə'lektiv] adj.集体的；共同的；集合的；集体主义的 n.集团；集合体；集合名词

148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149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150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151 concert 1 [kən'sə:t, 'kɔnsə:t] n.音乐会；一致；和谐 vt.使协调；协同安排 vi.协调；协力 adj.音乐会用的；在音乐会上演出的

152 congress 1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
153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
154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
155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156 couples 1 ['kʌplz] v. 连结；交配（动词coup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57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58 currencies 1 英 ['kʌrənsi] 美 ['kɜ rːənsi] n. 货币；流通

159 dancing 1 ['dɑ:nsiŋ] n.跳舞；舞蹈 v.跳舞；摇晃（dance的ing形式）

160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161 Danish 1 ['deiniʃ] adj.丹麦的；丹麦人的；丹麦语（文）的 n.丹麦语

162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163 detected 1 [dɪ'tektɪd] adj. 检测到的 动词det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64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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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dinar 1 ['di:nɑ:, di'nɑ:] n.第纳尔（伊拉克等国的货币单位） n.(Dinar)人名；(柬)迪娜(女名)，迪纳；(土、巴基、阿拉伯)迪纳尔

167 direct 1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关系

168 distributed 1 [di'stribjutid] adj.分布式的，分散式的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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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0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171 door 1 [dɔ:] n.门；家，户；门口；通道 n.(Door)人名；(英)多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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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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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drug 1 [drʌg] n.药；毒品；麻醉药；滞销货 vt.使服麻醉药；使服毒品；掺麻醉药于 vi.吸毒 n.(Drug)人名；(罗)德鲁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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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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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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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end 1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178 erupt 1 [i'rʌpt] vi.爆发；喷出；发疹；长牙 vt.爆发；喷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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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eve 1 n.夏娃；前夕；傍晚；重大事件关头

181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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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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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final 1 ['fainl] adj.最终的；决定性的；不可更改的 n.决赛；期末考试；当日报纸的末版

186 fire 1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开
枪；激动；烧火

187 fireworks 1 英 ['faɪəwɜːks] 美 ['faɪə̩ wɜːks] n. 烟火

188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189 Frankfort 1 ['fræŋkfət] n.法兰克福（德国城市）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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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Ganges 1 ['gændʒi:z] n.恒河（位于亚洲，发源于喜马拉雅山，流经印度和孟加拉）

192 Germany 1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193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194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195 grant 1 [grɑ:nt, grænt] vt.授予；允许；承认 vi.同意 n.拨款；[法]授予物 n.(Grant)人名；(瑞典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塞、德、意)
格兰特；(法)格朗

196 had 1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
197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198 heals 1 =Honeywell Error Analysis and Logging System 霍尼韦尔错误分析与记录系统([美]Honeywell公司)

199 healthier 1 ['helθiər] adj. 更健康的，更健壮的（形容词healthy的比较级）

200 heartbreak 1 ['hɑ:tbreik] n.心碎；伤心事

201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202 holy 1 [['həuli] adj.圣洁的，神圣的；至善的 n.神圣的东西 （俚）太棒了 n.(Holy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)霍利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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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honored 1 英 ['ɒnəd] 美 ['ɑnərd] adj. 深感荣幸的；受尊敬的

205 hopeful 1 ['həupful] adj.有希望的；有前途的 n.有希望成功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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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08 income 1 ['inkʌm] n.收入，收益；所得

209 increa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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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India 1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211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212 infamous 1 ['infəməs] adj.声名狼藉的；无耻的；邪恶的；不名誉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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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informed 1 [in'fɔ:md] adj.消息灵通的；见多识广的 v.通知；使了解；提供资料（inform的过去分词）

215 injections 1 注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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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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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18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219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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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krone 1 ['krəunə] n.克朗（丹麦，挪威的货币单位）；德国旧金币 n.(Krone)人名；(德、法、瑞典)克罗内；(英)克朗

222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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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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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
226 lessons 1 ['lesn] n. 教训；课，功课，课业；榜样，典范 vt. 教训，告诫，训斥；给 ... 上课

227 Libyan 1 ['libiən] adj.利比亚的；利比亚人的 n.利比亚人；古代利比亚语

228 l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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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loans 1 ['ləʊnz] 贷款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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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mailboxes 1 n.邮筒（mailbox的复数形式）

232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233 maker 1 ['meikə] n.制造者；造物主；出期票人 n.(Maker)人名；(英)马克尔

234 makers 1 n. 迈克（美国一家公司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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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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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8 massive 1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
239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240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241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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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244 mission 1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
245 moderna 1 莫德尔纳

246 mountain 1 [ˈmauntin，ˈmaʊntən] n.山；山脉 n.(Mountain)人名；(英)芒廷

247 m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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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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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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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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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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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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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nursing 1 ['nə:siŋ] n.护理；看护；养育 v.看护；养育（nurse的ing形式）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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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options 1 ['ɒpʃnz] 选择；选择权,名词option的复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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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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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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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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灭；驱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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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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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overlooking 1 英 [ˌəʊvə'lʊk] 美 [ˌoʊvər'lʊk] v. 俯瞰；远眺；没注意到；忽视 n. 忽视；远眺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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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
267 perfectly 1 ['pə:fiktli] adv.完美地；完全地；无瑕疵地

268 performed 1 英 [pə'fɔː m] 美 [pər'fɔː 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269 pfizer 1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
270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271 plunge 1 n.投入；跳进 vi.突然地下降；投入；陷入；跳进 vt.使陷入；使投入；使插入

272 pneumonia 1 [nju:'məunjə] n.肺炎

273 polls 1 n. 投票区 abbr. 议会联机图书馆研究(=Parliamentary On Line Library Study)

274 prayers 1 ['preɪəz] n. 祈祷；祝福 名词prayer复数形式.

275 praying 1 [preɪ] v. 祈祷；请求；恳求；祈求

276 prepared 1 adj.准备好的 v.准备（prepare的过去分词）

277 priests 1 [priː st] n. 教士；神父；牧师；僧侣；泰斗

278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279 push 1 vt.推动，增加；对…施加压力，逼迫；按；说服 vi.推进；增加；努力争取 n.推，决心；大规模攻势；矢志的追求

280 reactions 1 英 [ri'ækʃənz] 美 [rɪ'ækʃənz] n. 反应（reaction的复数）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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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regulated 1 ['reɡjuleɪt] vt. 调整；校准；管理；控制

283 relief 1 n.救济；减轻，解除；安慰；浮雕

284 remedy 1 ['remidi] vt.补救；治疗；纠正 n.补救；治疗；赔偿

285 renewing 1 [rɪ'nju ɪːŋ] adj. 新生的；重建的 动词renew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86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287 restaurants 1 餐馆

288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289 ritual 1 ['ritjuəl, -tʃu-] n.仪式；惯例；礼制 adj.仪式的；例行的；礼节性的

290 river 1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291 Rivers 1 ['rivə:s] n.里弗斯（人名）；河流州（尼日利亚州名）；河水钻

292 robots 1 ['rəʊbɒts] 机器人

293 rocketing 1 英 ['rɒkɪt] 美 ['rɑːkɪt] n. 火箭；芝麻菜；紫花南芥 v. 猛涨；飞快地移动

294 Rome 1 [rəum] n.罗马（意大利首都）

295 rush 1 [rʌʃ] n.冲进；匆促；急流；灯心草 adj.急需的 vt.使冲；突袭；匆忙地做；飞跃 vi.冲；奔；闯；赶紧；涌现 n.(Rush)人
名；(英)拉什

296 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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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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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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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shops 1 英 [ʃɒp] 美 [ʃɑːp] n. 商店；车间 v. 逛商店；购物；买东西

300 sh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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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302 sickness 1 ['siknis] n.疾病；呕吐；弊病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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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signed 1 [saind] adj.有符号的；已签字的；有正负之分的 v.署名；写下；预示；示意（sign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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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5 significant 1 [sig'nifikənt] adj.重大的；有效的；有意义的；值得注意的；意味深长的 n.象征；有意义的事物

306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307 sledding 1 ['slediŋ] n.乘雪橇；适用雪橇的地面状况；进行情况 v.乘雪橇；用雪橇运（sled的ing形式）

308 slope 1 [sləup] n.斜坡；倾斜；斜率；扛枪姿势 vi.倾斜；逃走 vt.倾斜；使倾斜；扛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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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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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Souls 1 n. 灵魂；精神（soul的复数）

312 sound 1 [saund] vt.听（诊）；测量，测…深；使发声；试探；宣告 n.声音，语音；噪音；海峡；吵闹；听力范围；[医]探条 adj.
健全的，健康的；合理的；可靠的；有效彻底的 adv.彻底地，充分地 vi.听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回响；测深

313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314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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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317 stimulate 1 ['stimjuleit] vt.刺激；鼓舞，激励 vi.起刺激作用；起促进作用

318 suited 1 ['sju:tid] adj.合适的 v.适合（suit的过去分词）

319 survive 1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
320 survivors 1 [sə'vaɪvəz] 幸存者（survivor的复数）

321 sweep 1 [swi:p] vt.扫除；猛拉；掸去 vi.扫，打扫；席卷；扫视；袭击 n.打扫，扫除；范围；全胜

322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
323 taught 1 [tɔ:t] v.教授（teach的过去分词）

324 temperatures 1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325 temple 1 ['templ] n.庙宇；寺院；神殿；太阳穴 n.(Temple)人名；(法)唐普勒；(英)坦普尔

326 temples 1 ['templz] n. 寺庙 名词temple的复数形式.

327 theaters 1 n. 影剧院，剧院（theater复数）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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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330 thrill 1 [θril] n.激动；震颤；紧张 vt.使…颤动；使…紧张；使…感到兴奋或激动 vi.颤抖；感到兴奋；感到紧张

331 Tiber 1 ['taibə] n.台伯河（意大利中部，流经罗马）

332 traditions 1 [trə'dɪʃnz] 传统

333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
334 translated 1 [træns'leɪt] v. 翻译；解释；转移；调动

335 trillion 1 ['triljən] n.[数]万亿 adj.万亿的 num.[数]万亿

336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337 trump 1 [trʌmp] n.王牌；法宝；喇叭 vt.胜过；打出王牌赢 vi.出王牌；吹喇叭 n.(Trump)人名；(英)特朗普

338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
339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40 underdressed 1 英 [ˌʌndə'dres] 美 ['ʌndə'dres] n. 内衣；衬裙 v. 穿得随意；穿得单薄

341 universal 1 [,ju:ni'və:səl] adj.普遍的；通用的；宇宙的；全世界的；全体的 n.一般概念；普通性

342 unknown 1 ['ʌn'nəun] adj.未知的；陌生的，默默无闻的 n.未知数；未知的事物，默默无闻的人

343 unthinkable 1 [,ʌn'θiŋkəbl] adj.不能想象的；过分的

344 upcoming 1 ['ʌp,kʌmiŋ] adj.即将来临的

345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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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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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349 vast 1 [vɑ:st, væst] adj.广阔的；巨大的；大量的；巨额的 n.浩瀚；广阔无垠的空间 n.(Vast)人名；(法)瓦斯特

350 venues 1 n. 场地，场馆（venue复数形式）；犯罪现场，发生地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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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1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352 wasn 1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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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elcome 1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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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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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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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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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wish 1 [wiʃ] n.希望；祝福；心愿 vt.祝愿；渴望；向…致问候语 vi.愿望；需要 n.(Wish)人名；(英)威什
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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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362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
363 wounds 1 ['wuːndz] n. 伤口 名词wound的复数形式.

364 yearly 1 ['jə:li, 'jiə-] adj.每年的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 n.年刊；年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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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367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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