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7-28 [Health and Lifestyle] Can You Get COVID-19 Twice 词词
汇表汇表

1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2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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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gain 5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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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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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8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9 and 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0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11 answers 1 英 ['ɑːnsə(r)] 美 ['ænsər] v. 回答；答复；接电话 n. 答案；回答；答复

12 antibodies 7 ['æntɪ̩ bɒdɪz] n. 抗体；免疫体 名词antibody的复数形式.

13 antibody 1 ['ænti,bɔdi] n.[免疫]抗体

14 appraisingly 1 [ə'preiziŋli] adv.以品评或评价的眼光

15 appreciatively 1 [ə'pri:ʃiətivli] adv.欣赏地，赞赏地；感激地

16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17 ar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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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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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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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21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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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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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bacteria 1 [bæk'tiəriə] n.[微]细菌

24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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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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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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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lood 2 [blʌd] n.血，血液；血统 vt.从…抽血；使先取得经验 n.(Blood)人名；(英、西)布拉德

29 bod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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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ot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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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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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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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catch 1 [kætʃ] vt.赶上；抓住；感染；了解 vi.赶上；抓住 n.捕捉；捕获物；窗钩

34 causes 4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35 CDC 1 abbr. 疾病控制中心(=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)

36 cells 1 ['selz] n. 单元；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.

37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

38 check 2 vt.检查，核对；制止，抑制；在…上打勾 vi.核实，查核；中止；打勾；[象棋]将一军 n.<美>支票；制止，抑制；检
验，核对 n.（英）切克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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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除；
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41 condition 2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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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ontinuing 1 [kən'tɪnjuɪŋ] adj. 连续的；持续的；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.

44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45 coronavirus 2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46 cov 3 (=coefficient of variance) 变异系数

47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48 defenses 1 [dɪ'fens] n. 防卫；防卫物；辩护 vt. 防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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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device 1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51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52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53 disease 8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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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does 3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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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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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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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estimates 2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60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61 examine 1 [ig'zæmin] vt.检查；调查；检测；考试 vi.检查；调查

62 example 2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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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expose 1 [ik'spəuz] vt.揭露，揭发；使曝光；显示

65 exposed 3 [ik'spəuzd] adj.暴露的，无掩蔽的 v.暴露，揭露（expose的过去分词）

66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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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69 fights 1 [faɪt] n. 战斗；打架；斗志 vt. 打架；对抗 vi. 奋斗；斗争；争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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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from 9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72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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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germ 1 [dʒə:m] n.[植]胚芽，萌芽；细菌 vi.萌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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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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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78 google 1 [gu:gl] 谷歌；谷歌搜索引擎

79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

80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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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2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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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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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Hopkins 1 ['hɔpkinz] n.霍普金（姓氏）

86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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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if 4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89 illness 1 ['ilnis] n.病；疾病

90 immune 5 [i'mju:n] adj.免疫的；免于……的，免除的 n.免疫者；免除者

91 immunity 2 [i'mju:nəti] n.免疫力；豁免权；免除

92 improving 1 [ɪm'pruːvɪŋ] n. 改良；改进 动词impr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93 i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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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4 includes 2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95 inconsistent 2 [,inkən'sistənt] adj.不一致的；前后矛盾的

96 infected 3 [in'fektid] adj.被感染的 v.传染（infect的过去分词）

97 infection 7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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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inspect 1 [in'spekt] vt.检查；视察；检阅 vi.进行检查；进行视察

100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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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Johns 1 [dʒɔnz] n.约翰斯（姓氏）

103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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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06 Korea 1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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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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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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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
111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112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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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3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114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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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matteo 2 n. 马泰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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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mean 1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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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20 measles 3 n.[内科]麻疹



121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22 Mers 2 默斯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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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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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mo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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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mumps 2 [mʌmps] n.[内科]流行性腮腺炎；愠怒；生气

127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128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29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130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31 no 1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132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33 note 1 [nəut] n.笔记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纸币；便笺；照会；调子 vt.注意；记录；注解 n.(Note)人名；(英)诺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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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of 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36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137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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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139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140 or 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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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organs 1 n.[生物]器官；机构；风琴（organ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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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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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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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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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147 pathogen 1 ['pæθədʒən] n.病原体；病菌

148 pathogens 1 ['pæθədʒəns] n. 病原体(物)

149 patient 1 adj.有耐心的，能容忍的 n.病人；患者 n.(Patient)人名；(法)帕蒂安

150 patients 4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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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153 pers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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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positive 2 ['pɔzətiv, -zi-] adj.积极的；[数]正的，[医][化学]阳性的；确定的，肯定的；实际的，真实的；绝对的 n.正数；[摄]正片

155 possibilities 1 英 [ˌpɒsə'bɪləti] 美 [ˌpɑːsə'bɪləti] n. 可能；可能性；可能的事情；潜在的价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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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present 1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
158 prevention 1 [pri'venʃən, pri:-] n.预防；阻止；妨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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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protect 4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161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162 proteins 1 [p'rəʊtiː nz] 蛋白质



163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164 questions 2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165 re 3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166 reacts 1 [ri'ækt] v. 反应；反攻

167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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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recovered 2 [rɪ'kʌvəd] adj. 恢复的 动词reco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70 relapse 3 [ri:'leæps, ri'læps, 'ri:læps] vi.故态复萌；旧病复发；再度堕落；再陷邪道 n.复发，再发；故态复萌；回复原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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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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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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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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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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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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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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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SARS 1 英 [sɑːz] 美 [sɑːrz] abbr. 非典型肺炎(=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)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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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searched 1 ['sɜ tːʃt] 动词search的过去式，动词search的过去分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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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shortly 1 ['ʃɔ:tli] adv.立刻；简短地；唐突地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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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shows 2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187 sick 1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
188 similar 2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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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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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192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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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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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specific 2 [spi'sifik] adj.特殊的，特定的；明确的；详细的；[药]具有特效的 n.特性；细节；特效药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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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stays 1 [steɪ] v. 停留；逗留；保持 n. 停留；逗留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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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strengthen 1 ['streŋθən, 'streŋkθən] vt.加强；巩固 vi.变强；变坚挺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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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
201 substance 1 ['sʌbstəns] n.物质；实质；资产；主旨

202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03 system 5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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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05 tested 1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
206 testing 1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
207 tests 2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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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the 3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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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212 there 4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13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14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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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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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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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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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to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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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1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22 tool 1 [tu:l] n.工具，用具；器械，机床；手段 vi.使用工具；用机床装备工厂 vt.用工具给……加工

223 tracker 2 ['trækə] n.拉纤者，纤夫；追踪系统，[自]跟踪装置；追踪者

224 twice 1 [twais] adv.两次；两倍

225 type 1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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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unlikely 1 [,ʌn'laikli] adj.不太可能的；没希望的 adv.未必

228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29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30 virus 7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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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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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
235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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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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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whether 2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239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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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42 wor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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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3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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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worse 1 [wə:s, 'wə:s] adj.更坏的；更差的；更恶劣的（bad的比较级）；（病情）更重的（ill的比较级） adv.更糟；更坏；更恶劣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246 worst 1 [wə:st, 'wə:st] adj.最差的，最坏的；最不利的；效能最低的 n.最坏；最坏的时候 adv.最坏地；最不利地 n.(Worst)人名；
(英、德)沃斯特



247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248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49 yet 2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250 you 10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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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