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6-30 [Health and Lifestyle] COVID-19 Drug to Cost 2340 词词
汇表汇表

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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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ording 1 adj.相符的；一致的；相应的；和谐的；调和的 adv.依照；根据；按照 v.给予(accord的现在分词)；使和谐一致；使
符合；使适合

4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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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7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8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9 after 4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0 agreement 2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11 amount 2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2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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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5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16 apply 1 [ə'plai] vt.申请；涂，敷；应用 vi.申请；涂，敷；适用；请求

17 appropriation 1 [əprəupri'eiʃən] n.拨款；挪用

18 approval 1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19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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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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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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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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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 averag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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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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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e 8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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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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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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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elong 1 [bi'lɔŋ] vi.属于，应归入；居住；适宜；应被放置

33 benefit 1 n.利益，好处；救济金 vt.有益于，对…有益 vi.受益，得益

34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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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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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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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call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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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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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ar 1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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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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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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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itizen 1 ['sitizən] n.公民；市民；老百姓

45 Cleveland 1 ['kli:vlənd] n.克利夫兰（美国城市）

46 clinic 1 ['klinik] n.临床；诊所

47 clinical 1 ['klinikəl] adj.临床的；诊所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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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ompany 4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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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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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opyright 1 ['kɔpi,rait] n.版权，著作权 adj.版权的；受版权保护的 vt.保护版权；为…取得版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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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os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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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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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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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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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59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60 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1 dan 1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62 d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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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days 2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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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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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development 2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68 dexamethasone 1 [,deksə'meθəzəun] n.[药]地塞米松；氟美松（抗炎药）

69 dies 1 ['daii:z] v.死亡；消失（动词di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凋谢 n.[机]模具（名词die的复数）；（拉）日 n.(Dies)人名；(英)戴
斯；(西)迭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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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distribute 1 [di'stribju:t, 'dis-] vt.分配；散布；分开；把…分类

72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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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74 domain 2 [dəu'mein] n.领域；域名；产业；地产 n.(Domain)人名；(英、法)多曼

75 dr 1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76 drug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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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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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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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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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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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effective 1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
82 email 1 ['i:'meil] n.电子信函 vt.给…发电子邮件 n.(Email)人名；(法)埃马伊

83 emergencies 1 [ɪ'mɜːdʒənsɪz] n. 紧急事件；紧急需要 名词emergency的复数形式.

84 e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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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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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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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ensure 1 [in'ʃuə] vt.保证，确保；使安全

88 equal 1 ['i:kwəl] adj.平等的；相等的；胜任的 vt.等于；比得上 n.对手；匹敌；同辈；相等的事物

89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90 Evans 2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91 executive 1 adj.行政的；经营的；执行的，经营管理的 n.总经理；执行委员会；执行者；经理主管人员

92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93 Federal 1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94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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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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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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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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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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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101 genetic 1 [dʒi'netik] adj.遗传的；基因的；起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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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Gilead 7 n.吉利德（公司名）；基列（圣经里古巴勒斯坦地方名）

104 giv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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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government 5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06 group 3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07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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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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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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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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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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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health 3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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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hospitals 1 ['hɒspɪtlz] 医院

115 house 1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116 howev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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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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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ill 1 [il] adj.生病的；坏的；邪恶的；不吉利的 adv.不利地；恶劣地；几乎不 n.疾病；不幸 n.(Ill)人名；(捷、匈)伊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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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improves 1 [ɪm'pruːv] vt. 改善；改进；提高 vi. 变得更好；改进

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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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2 income 1 ['inkʌm] n.收入，收益；所得

123 injured 1 ['indʒəd] adj.受伤的；受损害的

124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125 insurance 2 [in'ʃuərəns] n.保险；保险费；保险契约；赔偿金

126 invested 1 [ɪn'vest] v. 投资；投入

127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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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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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Jonathan 2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131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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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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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la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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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lawyer 1 ['lɔ:jə] n.律师；法学家 n.(Lawyer)人名；(英)劳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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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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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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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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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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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143 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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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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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makers 1 n. 迈克（美国一家公司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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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149 marchione 1 马尔基奥内

150 material 1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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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52 medicine 3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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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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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Monday 3 ['mʌndi] n.星期一

156 money 2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57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58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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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mortality 2 [mɔ:'tæləti] n.死亡数，死亡率；必死性，必死的命运

160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161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

162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63 Nissen 1 ['nisən] n.尼森（姓氏）；日泉（公司名）

164 nonprofit 1 adj.非盈利的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

165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66 novel 1 ['nɔvəl] adj.新奇的；异常的 n.小说 n.(Novel)人名；(法、西、英)诺韦尔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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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occurrence 1 [ə'kə:rəns, -'kʌ-] n.发生；出现；事件；发现

169 of 1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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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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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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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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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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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outrage 2 ['autreidʒ] n.愤怒，愤慨；暴行；侮辱 vt.凌辱，强奸；对…施暴行；激起愤怒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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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pandemic 3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79 patent 1 ['pætnt] vt.授予专利；取得…的专利权 adj.专利的；新奇的；显然的 n.专利权；执照；专利品

180 patients 5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181 pay 3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182 payments 1 ['peɪmənts] 支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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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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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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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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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peter 1 vt.逐渐消失；耗尽 vi.使…精疲力竭 n.麻醉品；保险箱 n.彼得(男子名)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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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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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prefer 1 [pri'fə:] vt.更喜欢；宁愿；提出；提升 vi.喜欢；愿意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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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price 6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
193 priced 1 [praist] adj.[物价]附有定价的 v.给…定价（price的过去分词）

194 prices 2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
195 pricing 1 ['praɪsɪŋ] n. 定价 动词pri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96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197 production 2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198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199 promises 1 ['prɒmɪsɪz] n. 承诺 名词promise的复数形式.

200 property 1 ['prɔpəti] n.性质，性能；财产；所有权

201 public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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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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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05 realm 1 [relm] n.领域，范围；王国

206 received 2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207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08 recovered 1 [rɪ'kʌvəd] adj. 恢复的 动词reco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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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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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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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restricts 1 [rɪ'strɪkt] vt. 限制；约束

214 results 2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215 review 1 [ri'vju:] n.回顾；复习；评论；检讨；检阅 vt.回顾；检查；复审 vi.回顾；复习功课；写评论

216 r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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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218 run 1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
219 said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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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saved 1 ['seɪvd] adj. 保存了的；获救的 v. 救；节省；保存（动词s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221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22 sciences 1 科学

223 September 2 [sep'tembə] n.九月

224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225 severely 1 [si'viəli] adv.严重地；严格地，严厉地；纯朴地

226 shared 1 英 [ʃeəd] 美 [ʃerd] adj. 共享的；共用的 v. 分享，共享；分配；共有（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27 shorten 1 ['ʃɔ:tən] vt.缩短；减少；变短 vi.缩短；变短

228 shortened 1 英 ['ʃɔːtn] 美 ['ʃɔːrtn] v. 弄短；变短

229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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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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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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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235 spent 1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
236 spreads 1 [spred] v. 传播；展开；散布；铺开；伸展；涂撒 n. 范围；传播；差额；幅度；盛宴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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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status 1 n.地位；状态；情形；重要身份

239 steven 1 ['sti:vən] n.史蒂文（男子名）

240 stolen 1 ['stəulən] adj.偷走的 v.偷窃；剽窃（steal的过去分词）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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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243 stud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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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subject 1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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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supply 4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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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survival 2 [sə'vaivəl] n.幸存，残存；幸存者，残存物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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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taxpayers 1 ['tækspeɪəz] 纳税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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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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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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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the 4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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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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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59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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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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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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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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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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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to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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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5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66 toward 2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(英)特沃德

267 treating 1 [triː tɪŋ] n. 处理 动词treat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268 treatment 2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269 treatments 2 ['triː tmənts] n. 治疗；疗法（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）

270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71 uncharted 1 [,ʌn'tʃɑ:tid] adj.未知的；图上未标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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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unprotected 1 [ˌʌnprə'tektɪd] adj. 无保护的；未做防护措施的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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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76 usual 2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277 value 2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278 versus 1 ['və:səs] prep.对；与...相对；对抗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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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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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83 Weeks 2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284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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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86 will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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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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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9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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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would 4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292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