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7-22 [Health and Lifestyle] A Wave of Good Results in
COVID-19 Vaccine Studies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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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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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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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denovirus 1 [,ædənəu'vaiərus] n.腺病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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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ults 1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7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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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0 agreed 1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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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greements 1 [əɡ'riː mənts] n. 协定

13 aid 1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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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llergy 1 ['ælədʒi] n.过敏症；反感；厌恶

16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7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8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9 and 1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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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nother 1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22 approval 1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23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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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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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26 astrazeneca 3 阿斯特拉捷利康(财富500强公司之一, 总部所在地英国, 主要经营制药)

27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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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 Baltimore 1 [Lord lɔ:d] n.巴尔的摩（美国一座港市）

29 bar 1 n.条，棒；酒吧；障碍；法庭 vt.禁止；阻拦 prep.除……外 n.(Bar)人名；(阿拉伯、德、法、俄、罗、捷、波、葡、以)巴
尔

30 Baylor 1 n. 贝勒

31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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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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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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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illion 2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37 bloomberg 1 n. 彭博（通讯社名）

38 bod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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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39 both 3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40 Brazil 1 [brə'zil] n.巴西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41 Britain 2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42 British 1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43 broadly 1 ['brɔ:dli] adv.明显地；宽广地；概括地；露骨地；粗鄙地

44 budget 1 ['bʌdʒit] n.预算，预算费 vt.安排，预定；把…编入预算 vi.编预算，做预算 adj.廉价的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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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andidate 1 n.候选人，候补者；应试者

47 cansino 1 坎西诺

48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
49 Caty 2 卡蒂

50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51 chills 2 [tʃɪl] v. (使)变冷；(使)扫兴；[冶]冷淬 n. 寒冷；扫兴；寒心；着凉 adj. 冷淡的；寒冷的

52 Chinese 1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53 cnn 1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54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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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omp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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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oronavirus 4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58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59 defense 1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
60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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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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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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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65 diseases 2 [dɪ'ziː zɪz] 病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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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drug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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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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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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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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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effective 3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
72 effects 4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73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74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75 examined 1 [ɪg'zæmɪnd] adj. 检查过的；诊察过的；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76 experimental 2 [ek,speri'mentəl, ek's-] adj.实验的；根据实验的；试验性的

77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78 experts 2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79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80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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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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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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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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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goo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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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87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88 hardest 1 ['hɑːdɪst] adv. 极难地 adj. 最难的 形容词hard的最高级.

89 harmless 1 ['hɑ:mlis] adj.无害的；无恶意的

90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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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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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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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94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95 healthy 2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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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Hopkins 1 ['hɔpkinz] n.霍普金（姓氏）

98 Houston 1 ['hju:stən] n.休斯顿（美国得克萨斯州港市）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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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01 immune 4 [i'mju:n] adj.免疫的；免于……的，免除的 n.免疫者；免除者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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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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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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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incorporated 1 [in'kɔ:pəreitid] adj.合并的；组成法人组织的 v.合并；包含；组成公司（incorporat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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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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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infectious 2 [in'fekʃəs] adj.传染的；传染性的；易传染的

109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10 injection 1 [in'dʒekʃən] n.注射；注射剂；充血；射入轨道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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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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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involved 2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15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116 is 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7 issue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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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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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20 Johns 1 [dʒɔnz] n.约翰斯（姓氏）

121 journal 2 ['dʒə:nəl] n.日报，杂志；日记；分类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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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lancet 2 ['lɑ:nsit, 'lænsit] n.[外科]小刀，柳叶刀；尖顶窗；小枪

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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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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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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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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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loans 1 ['ləʊnz] 贷款

129 magazine 1 n.杂志；弹药库；胶卷盒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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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maker 2 ['meikə] n.制造者；造物主；出期票人 n.(Maker)人名；(英)马克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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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Maryland 1 ['mεərilænd] n.马里兰（美国州名）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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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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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medical 2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37 medicine 1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138 medicines 1 ['medsnz] 药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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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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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moderna 1 莫德尔纳

142 Monday 3 ['mʌndi] n.星期一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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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moss 1 [mɔs] n.苔藓；泥沼 vt.使长满苔藓 n.(Moss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西、葡、波、挪、瑞典)莫斯

145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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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muscle 1 ['mʌsl] n.肌肉；力量 vt.加强；使劲搬动；使劲挤出 vi.使劲行进

147 naor 1 瑙尔

148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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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neither 1 ['naiðə, 'ni:-] conj.也不；既不 adv.两个都不；既不……也不 adj.两者都不的 pron.两者都不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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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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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155 none 1 [nʌn] pron.没有人；一个也没有；没有任何东西 adj.没有的，一点没有的 adv.决不，一点也不 n.(None)人名；(葡、罗)诺
内；(日)野根(姓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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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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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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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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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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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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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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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overall 1 ['əuvərɔ:l, ,əuvə'rɔ:l] adj.全部的；全体的；一切在内的 adv.全部地；总的说来 n.工装裤；罩衫



165 Oxford 1 ['ɔksfəd] n.牛津大学；牛津（英国城市）

166 pain 3 [pein] n.疼痛；努力 vt.使…痛苦；使…烦恼 vi.感到疼痛；引起疼痛 n.(Pain)人名；(意)帕因；(俄)派因；(法)潘；(英)佩因

167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168 partner 1 ['pɑ:tnə] n.伙伴；合伙人；配偶 vi.合伙；合股；成为搭档 vt.使合作；与…合伙 n.(Partner)人名；(英、德)帕特纳

169 partnership 1 ['pɑ:tnəʃip] n.合伙；[经管]合伙企业；合作关系；合伙契约

170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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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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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3 pfizer 1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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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preventative 1 [pri'ventətiv] n.预防法；预防物 adj.预防性的；防止的

176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177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178 produc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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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progress 1 ['prəugres, 'prɔ-, prəu'gres] n.进步，发展；前进 vi.前进，进步；进行 n.(Progress)人名；(赞)普罗格雷斯

180 promised 1 英 ['prɒmɪs] 美 ['prɑːmɪs] n. 诺言；预示；约定；(有)希望 v. 允诺；发誓；答应；有希望

181 promising 2 ['prɔmisiŋ] adj.有希望的，有前途的 v.许诺，答应（promis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182 proves 1 [pruːv] v. 证明；检验；结果是；发酵

183 public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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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published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185 race 1 n.属，种；种族，人种；家庭，门第；赛事，赛跑 vt.使参加比赛；和…竞赛；使急走，使全速行进 vi.比速度，参加竞
赛；全速行进 n.(Race)人名；(英)雷斯；(塞)拉采

186 reaction 2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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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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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receiv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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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0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191 reported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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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pɔːtɪŋ] 美 [rɪ'pɔː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93 reports 2 英 [rɪ'pɔːt] 美 [rɪ'pɔːrt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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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research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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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95 researchers 4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196 results 2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197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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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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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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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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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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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206 si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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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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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

208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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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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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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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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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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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strong 2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215 studies 2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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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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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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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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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temperature 1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224 temporary 1 ['tempərəri] adj.暂时的，临时的 n.临时工，临时雇员

225 tested 2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
226 tests 1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227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28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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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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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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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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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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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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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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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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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tiredness 1 ['taiədnis] n.疲劳；疲倦

238 to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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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9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40 treatment 1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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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trial 1 ['traiəl] n.试验；审讯；努力；磨炼 adj.试验的；审讯的 n.(Trial)人名；(法)特里亚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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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45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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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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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249 unwanted 2 [,ʌn'wɔntid] adj.不需要的；有害的；讨厌的；空闲的

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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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vaccine 10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252 vaccines 5 疫苗程序

253 volunteers 4 英 [ˌvɒlən'tɪə(r)] 美 [ˌvɑːlən'tɪr] n. 志愿者；(自行生长的)植物 v. (自愿)做

254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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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weaver 2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257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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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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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William 1 ['wiljəm] n.威廉（男子名）；钞票，纸币

262 wins 1 视窗网际网路名称服务

263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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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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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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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writers 1 ['raɪtəz] 作家

268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69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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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272 zeev 1 泽埃夫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