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0-08 [Health and Lifestyle] Eli Lilly Seeks Approval for
Experimental COVID-19 Antibody Drug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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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tivity 2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4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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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7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8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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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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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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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ntibodies 3 ['æntɪ̩ bɒdɪz] n. 抗体；免疫体 名词antibody的复数形式.

14 antibody 8 ['ænti,bɔdi] n.[免疫]抗体

15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16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17 approval 2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18 approve 1 [ə'pru:v] vt.批准；赞成；为…提供证据 vi.批准；赞成；满意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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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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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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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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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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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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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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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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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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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31 bo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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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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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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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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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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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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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ombination 5 [,kɔmbi'neiʃən] n.结合；组合；联合；[化学]化合

38 combines 1 [kəm'baɪn] v. 联合；使结合；结合 n. 集团；联合收割机；联合企业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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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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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42 connect 1 [kə'nekt] vt.连接；联合；关连 vi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

43 controls 1 英 [kən'trəʊls] 美 [kən'troʊls] n. 控制器；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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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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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ovid 6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47 Daniel 1 ['dænjəl] n.丹尼尔（男子名）

48 data 2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49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50 d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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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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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disea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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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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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57 dose 1 [dəus] n.剂量；一剂，一服 vi.服药 vt.给药；给…服药 n.(Dose)人名；(德)多泽；(意、西、葡、塞)多塞；(英)多斯

58 doses 2 英 [dəʊs] 美 [doʊs] n. 剂量；一剂；一服 vt. 给 ... 服药

59 drug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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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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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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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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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Eli 3 ['i:lai] n.伊莱（男子名）

64 emergency 4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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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enforcing 1 英 [ɪn'fɔː s] 美 [ɪn'fɔː rs] vt. 强迫；强制；实施；执行；加强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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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Evans 1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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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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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71 expects 2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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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74 FDA 2 [ˌefdiː 'eɪ] abbr. 食品及药物管理局(=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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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77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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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formed 1 [fɔ:md] adj.成形的，成形 v.成形加工（form过去时形式）

80 forms 1 ['fɔː 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
81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82 generated 1 [d'ʒenəreɪtɪd] adj. 生成的 动词gen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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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giv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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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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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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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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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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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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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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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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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95 hospital 2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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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i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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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8 independent 1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
99 intravenous 2 [,intrə'vi:nəs] adj.静脉内的

100 investors 1 [ɪn'vestəz] 投资者

101 involves 1 英 [ɪn'vɒlv] 美 [ɪn'vɑ lːv] vt. 包含；使忙于；牵涉；使卷入；使陷入

102 is 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3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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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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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Jonathan 1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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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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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length 1 [leŋθ, leŋkθ] n.长度，长；时间的长短；（语）音长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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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lilly 6 ['lili] n.莉莉（女子名）；丽莱（香港时装公司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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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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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ly 3 abbr.林业行业标准；淋巴细胞；铅合金 n.(Ly)人名；(老、柬、塞内、毛里塔)利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李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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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maker 3 ['meikə] n.制造者；造物主；出期票人 n.(Maker)人名；(英)马克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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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manufacturing 1 [,mænju'fæktʃəriŋ] adj.制造的；制造业的 n.制造业；工业 v.制造；生产（manufactur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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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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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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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122 mild 1 [maild] adj.温和的；轻微的；淡味的；文雅的；不含有害物质的的 n.（英国的一种）淡味麦芽啤酒 n.(Mild)人名；(瑞典)
米尔德；(德、捷、芬)米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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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derate 1 ['mɔdərət, 'mɔdəreit] adj.稳健的，温和的；适度的，中等的；有节制的 vi.变缓和，变弱 vt.节制；减轻

125 monotherapy 3 [mɒnəʊ'θerəpɪ] 单一疗法

126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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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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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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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130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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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officer 1 ['ɔfisə, 'ɔ:-] n.军官，警官；公务员，政府官员；船长 vt.指挥 n.(Officer)人名；(英)奥菲瑟

133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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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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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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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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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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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outcome 1 ['autkʌm] n.结果，结局；成果

140 outcomes 1 n. 产出，结果，成果（名词outcome的复数形式）

141 partial 1 ['pɑ:ʃəl] adj.局部的；偏爱的；不公平的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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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patients 3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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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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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pharmaceuticals 1 英 [ˌfɑːmə'sju tːɪklz] 美 [ˌfɑːmə'sju tːɪkəlz] n. 医药品

148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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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previously 1 ['pri:vju:sli] adv.以前；预先；仓促地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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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promising 1 ['prɔmisiŋ] adj.有希望的，有前途的 v.许诺，答应（promis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153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154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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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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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ready 2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158 reduced 2 [ri'dju:st] adj.减少的；[数]简化的；缩减的

159 regulator 1 n.调整者；监管者；校准器

160 regulators 1 英 ['regjʊleɪtəz] 美 ['regjə̩ leɪtəz] n. 调节器；调整者；调节阀；稳定器；标准钟 名词regulator的复数形式.

161 release 1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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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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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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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results 4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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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robust 2 [rəu'bʌst, 'rəubʌst] adj.强健的；健康的；粗野的；粗鲁的

168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169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70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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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scientific 1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
172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73 seek 1 [si:k] vt.寻求；寻找；探索；搜索 vi.寻找；探索；搜索

174 seeks 1 [siː k] vt. 寻求；追求；试图 vi. 寻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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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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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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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179 single 2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180 situations 1 [sɪtʃ'ʊeɪʃnz] 现状

181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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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sprea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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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started 2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4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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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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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strongly 1 ['strɔŋli, 'strɔ:ŋ-] adv.强有力地；坚强地；激烈地；气味浓地

188 stud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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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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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sufficient 1 [sə'fiʃənt] adj.足够的；充分的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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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the 3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193 therapies 1 ['θerəpi] n. 疗法；治疗

194 therapy 5 ['θerəpi] n.治疗，疗法

195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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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thi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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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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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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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to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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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1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02 tre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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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treatment 9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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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trump 2 [trʌmp] n.王牌；法宝；喇叭 vt.胜过；打出王牌赢 vi.出王牌；吹喇叭 n.(Trump)人名；(英)特朗普

206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07 us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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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209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10 vein 1 [vein] n.血管；叶脉；[地质]岩脉；纹理；翅脉；性情 vt.使成脉络；象脉络般分布于 n.(Vein)人名；(英)维因；(塞)魏因

211 view 1 [vju:] n.观察；视野；意见；风景 vt.观察；考虑；查看

212 viewed 1 [vjuːd] adj. 检查过的 动词vie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13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214 visits 1 ['vɪzɪt] v. 拜访；参观；闲谈 n. 拜访；参观；聊天

21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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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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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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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
219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220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21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22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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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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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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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27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28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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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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