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8-05 [Health and Lifestyle] COVID-19 and Your Pet_ What
You Need to Know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5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and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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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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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or 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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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i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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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1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7 your 16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8 tha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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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is 1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 sick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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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with 1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2 you 1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3 coronavirus 1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14 animals 10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15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6 pets 10 abbr.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系统（=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） n. 宠物（pet的复数形式）

17 pet 9 [pet] n.宠物；生气；受宠爱的人 vt.宠爱 vi.生气；爱抚 adj.宠爱的 n.(Pet)人名；(俄)佩特；(柬)贝

18 a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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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CDC 8 abbr. 疾病控制中心(=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)

20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1 cov 7 (=coefficient of variance) 变异系数

22 thi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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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so 6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24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5 SARS 6 英 [sɑːz] 美 [sɑːrz] abbr. 非典型肺炎(=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)

26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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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ca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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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disease 5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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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health 5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31 human 5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32 if 5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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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virus 5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35 animal 4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36 buddy 4 ['bʌdi] n.伙伴，好朋友；密友；小男孩 vi.做好朋友，交朋友 n.(Buddy)人名；(英)巴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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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family 4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39 get 4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

40 infected 4 [in'fektid] adj.被感染的 v.传染（infect的过去分词）

41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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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mo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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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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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45 throug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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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47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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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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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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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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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ame 3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52 cats 3 [kæts] abbr.高级电视研究中心（CentreforAdvancedTelevisionStudies）；计算机自动测试系统
（ComputerAutomatedTestSystem）；通信和跟踪系统（CommunicationsandTrackingSystem）；综合分析试验系统
（ComprehensiveAnalyticalTestSystem） n.(Cats)人名；(荷)卡茨

53 contact 3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54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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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gs 3 n.狗（dog的复数）；瘦狗类 v.紧紧跟踪；追猎；紧随（dog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Dogs)人名；(德)多格斯

56 experts 3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57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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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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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humans 3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60 know 3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61 Mers 3 默斯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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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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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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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spread 3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66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67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68 transmission 3 [trænz'miʃən, træns-, trɑ:n-] n.传动装置，[机]变速器；传递；传送；播送

69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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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air 2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71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72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73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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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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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6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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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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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bod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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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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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c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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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84 doctor 2 vt.修理；篡改，伪造；为…治病；授以博士学位 n.医生；博士 vi.就医；行医

85 dog 2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
86 etc 2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87 evidence 2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88 evolve 2 vt.发展；进化；使逐步形成；推断出 vi.发展，进展；进化；逐步形成

89 face 2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90 following 2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91 force 2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92 fur 2 [fə] n.皮，皮子；毛皮；软毛 n.水垢 vt.用毛皮覆盖；使穿毛皮服装 n.(Fur)人名；(法)菲尔；(瑞典)富尔

93 google 2 [gu:gl] 谷歌；谷歌搜索引擎

94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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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96 h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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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infect 2 [in'fekt] vt.感染，传染

98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99 July 2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100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01 leash 2 [li:ʃ] n.皮带；束缚 vt.束缚；用皮带绑住

102 loud 2 [laud] adj.大声的，高声的；不断的；喧吵的 adv.大声地，高声地，响亮地 n.(Loud)人名；(英)劳德

103 matteo 2 n. 马泰奥

104 Members 2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105 might 2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106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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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noise 2 [nɔiz] n.[环境]噪音；响声；杂音 vt.谣传 vi.发出声音；大声议论 n.(Noise)人名；(英)诺伊斯

108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09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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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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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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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possible 2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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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problems 2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115 public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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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put 2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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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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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19 respiratory 2 ['respərətəri, ri'spaiə-] adj.呼吸的

120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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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22 serious 2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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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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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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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symptoms 2 ['sɪmptəmz] n. 症候 名词symptom的复数形式.

127 syndrome 2 n.[临床]综合症状；并发症状；校验子；并发位 n.(Syndrome)人名；(英)辛德罗姆

128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129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30 top 2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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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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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viruses 2 ['vaɪərəsɪz] n. 病毒 名词virus的复数形式.

134 website 2 ['websaɪt] n. 网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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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while 2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137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138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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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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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acute 1 [ə'kju:t] adj.严重的，[医]急性的；敏锐的；激烈的；尖声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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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advanced 1 [əd'vɑ:nst, -'vænst] adj.先进的；高级的；晚期的；年老的 v.前进；增加；上涨（adva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144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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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47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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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9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150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151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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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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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becomes 1 [bɪ'kʌm] v. 变成；成为；变得；适合（某人）；使（人）显得漂亮

155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156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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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breathing 1 ['bri:ðiŋ] n.呼吸；瞬间；微风 adj.呼吸的；逼真的 v.呼吸（breathe的现在分词）

159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160 call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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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61 cancer 1 ['kænsə] n.癌症；恶性肿瘤

162 carriers 1 ['kæriəz] 载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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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chain 1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
165 chemical 1 ['kemikəl] n.化学制品，化学药品 adj.化学的

166 clean 1 [kli:n] adj.清洁的，干净的；清白的 vt.使干净 vi.打扫，清扫 adv.完全地 n.打扫 n.(Clean)人名；(英)克林

167 cleaners 1 ['kliː nəz] n. 洗衣店；干洗店 名词cleaner的复数形式.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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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cloth 1 [klɔθ, klɔ:θ] n.布；织物；桌布 adj.布制的 n.(Cloth)人名；(德)克洛特

170 coat 1 [kəut] n.外套 vt.覆盖…的表面 n.(Coat)人名；(法)科阿

171 complex 1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172 confirmed 1 [kən'fə:md] adj.确认的；保兑的；坚定的；惯常的 v.确证；使坚定（confirm的过去分词）；批准

173 confirms 1 英 [kən'fɜːm] 美 [kən'fɜːrm] v. 证实；批准；确定

174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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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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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cough 1 [kɔ:f] n.咳嗽，咳嗽声；咳嗽病 vt.咳出 vi.咳嗽 n.(Cough)人名；(英)考夫

178 coughs 1 英 [kɒf] 美 [kɔːf] v. 咳嗽；咳 n. 咳嗽

179 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
180 coverings 1 ['kʌvərɪŋz] n. 覆盖物

181 crowded 1 ['kraudid] adj.拥挤的；塞满的 v.拥挤（crowd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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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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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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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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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difficulty 1 ['difikəlti] n.困难，困境

188 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189 domestic 1 [dəu'mestik] adj.国内的；家庭的；驯养的；一心只管家务的 n.国货；佣人

190 drop 1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191 droplet 1 ['drɔplit] n.小滴，微滴

192 droplets 1 [d'rɒplets] 液滴

193 dust 1 [dʌst] n.灰尘；尘埃；尘土 vt.撒；拂去灰尘 vi.拂去灰尘；化为粉末 n.(Dust)人名；(德、俄)杜斯特

194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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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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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engine 1 ['endʒin] n.引擎，发动机；机车，火车头；工具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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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euthanize 1 ['ju:θənaiz] vt.使安乐死；对…施无痛致死术（等于euthanatize）

200 euthanized 1 ['juːθənaɪz] vt. 使安乐死 =euthanatize.

201 examples 1 [ɪɡ'zɑːmplz] n.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.

202 explain 1 [ik'splein] v.说明；解释

203 explanation 1 [,eksplə'neiʃən] n.说明，解释；辩解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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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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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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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German 1 ['dʒə:mən] adj.德国的；德语的，德国人的 n.德语；德国人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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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goo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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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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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hairy 1 ['hεəri] adj.多毛的；毛状的；长毛的 n.(Hairy)人名；(法)艾里

213 hands 1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
214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
215 hopelessly 1 ['həuplisli] adv.绝望地；无望地；无可救药地

216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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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219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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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indicates 1 ['ɪndɪkeɪt] v. 指示；象征；显示；暗示，预示 v. 表明；指明

222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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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injured 1 ['indʒəd] adj.受伤的；受损害的

225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226 interact 1 [,intə'rækt] vt.互相影响；互相作用 vi.互相影响；互相作用 n.幕间剧；幕间休息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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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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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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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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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killing 1 ['kiliŋ] adj.杀害的；迷人的；使人筋疲力尽的 n.杀戮；谋杀；猎获物 v.杀死；消磨；毁掉（kill的ing形式） n.(Killing)人
名；(德)基林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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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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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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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237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38 lifestyle 1 ['laifstail] n.生活方式 保健的

239 li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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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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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242 liquid 1 ['likwid] adj.液体的；清澈的；明亮的；易变的 n.液体，流体；流音

243 lived 1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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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5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246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

247 lymphoma 1 [lim'fəumə] n.[肿瘤]淋巴瘤

248 mainly 1 ['meinli] adv.主要地，大体上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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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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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mercy 1 ['mə:si] n.仁慈，宽容；怜悯；幸运；善行 n.(Mercy)人名；(英)默西，默茜(女名)；(法)梅西

252 meters 1 英 ['miː tə(r)] 美 ['miː 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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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
255 minor 1 adj.未成年的；次要的；较小的；小调的；二流的 n.未成年人；小调；辅修科目 vi.辅修 n.(Minor)人名；(英)迈纳；
(德、法、波、俄)米诺尔

256 mouth 1 [mauθ] n.口，嘴；河口 vt.做作地说，装腔作势地说；喃喃地说出 vi.装腔作势说话

257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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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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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262 nose 1 [nəuz] n.鼻子；嗅觉；突出的部分；探问 vt.嗅；用鼻子触 vi.小心探索着前进；探问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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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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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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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269 painless 1 ['peinlis] adj.无痛的；不痛的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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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patients 1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272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273 persons 1 ['pɜːsnz] n. 人们 名词person的复数形式.

274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275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76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277 played 1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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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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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281 produc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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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83 reacting 1 [r'ɪæktɪŋ] 起反应

284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285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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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recovering 1 [ri'kʌvəriŋ] n.恢复；再生；补偿 v.恢复；再生（recover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

288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289 relatively 1 ['relətivli] adv.相当地；相对地，比较地

290 report 1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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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researc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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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93 researchers 1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294 rope 1 [rəup] n.绳，绳索 vt.捆，绑 vi.拧成绳状 n.(Rope)人名；(英)罗普；(芬)罗佩

295 saf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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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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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search 1 [sə:tʃ] vi.搜寻；调查；探求 vt.搜索；搜寻；调查；搜查；探求 n.搜寻；探究，查究 n.(Search)人名；(英)瑟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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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shepherd 1 ['ʃepəd] vt.牧羊；带领；指导；看管 n.牧羊人；牧师；指导者 n.(Shepherd)人名；(英)谢泼德

300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301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302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303 sickened 1 ['sɪkən] v. 患病；生病；恶心；使厌倦

304 sickness 1 ['siknis] n.疾病；呕吐；弊病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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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skin 1 [skin] n.皮肤；外皮 vt.剥皮 vi.愈合；长皮

307 sleep 1 [sli:p] vi.睡，睡觉 n.睡眠 n.(Sleep)人名；(英)斯利普

308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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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neeze 1 [sni:z] vi.打喷嚏 n.喷嚏

311 sneezes 1 [s'niː zɪz] n. 打喷嚏；v

312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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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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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315 speaks 1 [spiː k] v. 讲；说话；演说；发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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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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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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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suddenly 1 ['sʌdnli] adv.突然地；忽然

321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322 symptom 1 ['simptəm] n.[临床]症状；征兆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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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tak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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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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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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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thin 1 [θin] adj.薄的；瘦的；稀薄的；微弱的 vt.使瘦；使淡；使稀疏 vi.变薄；变瘦；变淡 adv.稀疏地；微弱地 n.细小部分 n.
(Thin)人名；(越)辰；(柬)廷

328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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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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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throat 1 [θrəut] n.喉咙；嗓子，嗓音；窄路 vt.开沟于；用喉音说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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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tiny 1 ['taini] adj.微小的；很少的 n.(Tiny)人名；(葡、印)蒂尼

334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35 treat 1 [tri:t] vt.治疗；对待；探讨；视为 vi.探讨；请客；协商 n.请客；款待 n.(Treat)人名；(英)特里特

336 trends 1 [trendz] n. 趋势；动态 名词tren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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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339 us 1 pron.我们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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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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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useful 1 ['ju:sful] adj.有用的，有益的；有帮助的

343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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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
346 wash 1 [wɔʃ, wɔ:ʃ] n.洗涤；洗的衣服；化妆水；冲积物 vt.洗涤；洗刷；冲走；拍打 vi.洗澡；被冲蚀 n.(Wash)人名；(英)沃什；
(尼日利)瓦什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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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349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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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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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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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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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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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56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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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