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9-03 [Health and Lifestyle] Antibody Study Offers Hope for
COVID-19 Vaccine, Treatment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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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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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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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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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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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0 alter 1 ['ɔ:ltə] vt.改变，更改 vi.改变；修改 n.(Alter)人名；(英)奥尔特；(德、捷、葡、爱沙、立陶、拉脱、俄、西、罗、瑞典)阿
尔特

11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2 and 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3 Angus 1 ['æŋgəs] n.安格斯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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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ntibody 2 ['ænti,bɔdi] n.[免疫]抗体

16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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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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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ssociated 1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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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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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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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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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bett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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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bloo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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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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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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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came 2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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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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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31 center 1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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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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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collect 1 [kə'lekt] vt.收集；募捐 vi.收集；聚集；募捐 adv.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.由收件人付款的 n.(Collect)人名；(英)科莱克特

35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36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
37 contagious 2 [kən'teidʒəs] adj.感染性的；会蔓延的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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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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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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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ritical 1 ['kritikəl] adj.鉴定的；[核]临界的；批评的，爱挑剔的；危险的；决定性的；评论的

42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43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44 decisions 1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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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dependable 1 [di'pendəbl] adj.可靠的，可信赖的；可信任的

47 derek 1 ['derik] n.德里克（男名）

48 diagnose 1 ['daiəgnəuz, ,daiəg'nəuz] vt.诊断；断定 vi.诊断；判断

49 diagnosed 1 英 ['daɪəɡnəʊz] 美 [ˌdaɪəɡ'noʊs] v. 判断；诊断(疾病)

50 diagnosis 1 [,daiəg'nəusis] n.诊断

51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52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53 disappear 1 [,disə'piə] vi.消失；失踪；不复存在 vt.使…不存在；使…消失

54 disappeared 2 [dɪsə'piəd] adj. 消失的 动词disapp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5 disease 4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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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documented 1 ['dɒkjʊməntɪd] adj. 备有证明文件的；有执照的 动词docum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58 dr 2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59 earlier 2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60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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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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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encouraging 2 [in'kʌridʒiŋ] adj.令人鼓舞的；鼓励的，奖励的 v.鼓励，支持（encourage的ing形式）

64 England 1 n.英格兰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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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establish 1 [i'stæbliʃ] vt.建立；创办；安置 vi.植物定植

67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68 facebook 1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69 fa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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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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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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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fleeting 2 ['fli:tiŋ] adj.飞逝的；转瞬间的 v.迅速移动（fleet的ing形式）

74 follow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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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5 for 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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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78 four 3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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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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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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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83 guide 1 [gaid] n.指南；向导；入门书 vt.引导；带领；操纵 vi.担任向导 n.(Guide)人名；(法、葡)吉德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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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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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Harvard 1 ['hɑ:vəd] n.哈佛大学；哈佛大学学生

87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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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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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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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92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93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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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
95 hop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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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hospitalized 1 英 ['hɒspɪtəlaɪz] 美 ['hɑːspɪtəlaɪz] vt. 就医；使住院

97 host 1 [həust] n.[计]主机；主人；主持人；许多 vt.主持；当主人招待 vi.群集；做主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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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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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Iceland 2 ['aislənd] n.冰岛（欧洲岛名，在大西洋北部，近北极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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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illness 1 ['ilnis] n.病；疾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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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i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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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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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infection 2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
107 infections 2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08 Institutes 1 英 ['ɪnstɪtjuːt] 美 ['ɪnstɪtuːt] n. 学院；学会；协会 vt. 开始；制定；创立

109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0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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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journal 1 ['dʒə:nəl] n.日报，杂志；日记；分类账

112 jr 2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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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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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lasting 1 ['lɑ:stiŋ, 'læstiŋ] adj.持久的；永恒的 n.[纺]厚实斜纹织物 v.持续；维持（las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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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least 2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119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120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

121 made 1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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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mario 2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124 materials 2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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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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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measured 1 ['meʒəd] adj.量过的；慎重的；基于标准的；有规则的 v.测量，判断（measure的过去分词）

128 medial 1 ['mi:diəl] adj.中间的；平均的；普通的 n.[语]中间字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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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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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methods 1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132 months 6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33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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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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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much 1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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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natur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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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39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40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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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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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44 observed 1 [əb'zɜːvd] adj. 被观察的，被观测的 v. 观察，观测（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,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）

145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46 offers 1 英 ['ɒfə(r)] 美 ['ɔːfər] vt. 提供；提出；（卖方）出价；贡献 vi. 提议；出现；求婚 n. 提议；出价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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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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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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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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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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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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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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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people 9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57 perso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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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Pittsburgh 1 ['pitsbə:g] n.匹兹堡（美国一座城市）

159 populations 1 [pɒpjʊ'leɪʃnz] 居群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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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pres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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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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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proteins 1 [p'rəʊtiː nz] 蛋白质

164 provides 2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165 quickly 3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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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reaction 1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
168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69 recognize 1 ['rekəgnaiz] vt.认出，识别；承认 vi.确认，承认；具结

170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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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report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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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eport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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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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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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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ritter 2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178 Robert 1 ['rɔbət] n.罗伯特（男子名）

179 rose 1 n.玫瑰；粉红色；蔷薇（花）；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.玫瑰花的；玫瑰色的；粉红色的；带有玫瑰香味的 vt.使成玫瑰色，
使（面颊）发红；使有玫瑰香味 vi.起义(rise的过去式)；升起；（数量）增加；休会

180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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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sa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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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samples 2 ['sɑːmplz] n. 采样；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.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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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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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scientists 3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186 secon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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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188 seder 1 ['seidə] n.逾越节家宴

189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
190 seemed 1 [siː m] vi. 似乎；好像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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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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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194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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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197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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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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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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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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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spre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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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03 stayed 1 [steɪ] v. 停留；逗留；保持 n. 停留；逗留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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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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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study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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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suggested 2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08 swab 1 [swɔb] n.药签，[外科]拭子；医用海绵，纱布；拖把，擦帚；无赖 vt.打扫，擦拭；涂抹（药）于

209 swabs 1 英 [swɒb] 美 [swɑːb] n. 【C】药签；医用海绵 vt. 擦净；以棉花棒涂敷于

210 symptom 1 ['simptəm] n.[临床]症状；征兆

211 symptoms 1 ['sɪmptəmz] n. 症候 名词symptom的复数形式.

212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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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4 tests 4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215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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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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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the 3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18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19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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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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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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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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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to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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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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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29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30 unpredictable 1 [,ʌnpri'diktəbl] adj.不可预知的；不定的；出乎意料的 n.不可预言的事

231 us 1 pron.我们

232 used 3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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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
235 virus 2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236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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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want 1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
239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40 w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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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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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43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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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45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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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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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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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1 work 1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252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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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255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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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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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