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0-17 [Health and Lifestyle] US Approves First Treatment for
Ebola Viru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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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3 African 1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4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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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gencies 1 ['eɪdʒənsi] n. 代理；代理处；政府机构

7 aids 1 abbr.艾滋病（AcquiredImmuneDeficiencySyndrome）；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症

8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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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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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2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3 and 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4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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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ntibodies 1 ['æntɪ̩ bɒdɪz] n. 抗体；免疫体 名词antibody的复数形式.

17 antibody 3 ['ænti,bɔdi] n.[免疫]抗体

18 approval 2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19 approved 2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20 approves 1 [ə'pruːv] v. 批准；赞成；同意；称许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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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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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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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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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26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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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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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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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ind 2 [baind] vi.结合；装订；有约束力；过紧 vt.绑；约束；装订；包扎；凝固 n.捆绑；困境；讨厌的事情；植物的藤蔓 n.(Bind)
人名；(德)宾德

31 bleeding 1 ['bli:diŋ] n.出血；渗色 adj.流血的；同情的 v.出血；渗出（bleed的ing形式）；感到疼痛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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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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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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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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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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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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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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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aty 2 卡蒂

40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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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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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ombination 2 [,kɔmbi'neiʃən] n.结合；组合；联合；[化学]化合

43 comp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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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ongo 1 ['kɔŋgəu] n.刚果（位于非洲中部）

45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46 contracting 1 ['kɒntræktɪŋ] adj. 缔约的；收缩的 动词contrac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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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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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ovid 2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50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51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52 deadliest 1 ['dedli] adj. 致命的；如死一样的 adv. 非常地；如死一般地

53 deadly 1 ['dedli] adj.致命的；非常的；死一般的 adv.非常；如死一般地

54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55 demonstrations 1 [demənst'reɪʃnz] n. 课堂演示；示范 名词demonstration的复数形式.

56 deployed 1 [dɪ'plɔɪ] v. 部署；展开；进入战斗位置；配置

57 develop 2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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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died 2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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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direct 1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关系

62 disease 2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63 diseases 2 [dɪ'ziː zɪz] 病害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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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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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drugs 3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
67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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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easier 1 [英 ['i:zɪə] 美 ['i:zɪr]] adj.更简单；容易些（easy的比较级形式）；较早的

70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71 Ebola 8 [i'bəulə] n.埃博拉病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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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Eli 1 ['i:lai] n.伊莱（男子名）

74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75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76 engineered 2 ['endʒɪn'iərd] adj. 设计的；工程监督的 动词engine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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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evade 2 [i'veid] vt.逃避；规避；逃脱 vi.逃避；规避；逃脱

79 experimental 1 [ek,speri'mentəl, ek's-] adj.实验的；根据实验的；试验性的

80 FDA 6 [ˌefdiː 'eɪ] abbr. 食品及药物管理局(=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)

81 fir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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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luids 1 ['flu:ɪdz] n. 液体

83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84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5 four 2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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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87 genetically 1 [dʒe'netikəli] adv.从遗传学角度；从基因方面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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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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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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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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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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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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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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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97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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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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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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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01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102 HIV 1 [,eitʃai'vi:] abbr.艾滋病病毒（humanimmunodeficiencyvirus）

103 hop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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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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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humans 1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106 i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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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7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08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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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111 infect 1 [in'fekt] vt.感染，传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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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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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15 Institutes 1 英 ['ɪnstɪtju tː] 美 ['ɪnstɪtu tː] n. 学院；学会；协会 vt. 开始；制定；创立

116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117 involv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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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8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9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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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kidney 1 ['kidni] n.[解剖]肾脏；腰子；个性 n.(Kidney)人名；(英)基德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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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kills 1 [kɪl] v. 杀死；终止；消灭；使痛苦；消磨；使精疲力竭 n. 杀；猎获物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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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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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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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leads 1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
127 leah 1 [liə] n.利亚（女子名，雅各最初的妻子）

128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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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lilly 1 ['lili] n.莉莉（女子名）；丽莱（香港时装公司）

130 liver 1 ['livə] n.肝脏；生活者，居民

131 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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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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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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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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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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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merck 1 n.默克公司（财富500强公司之一，部所在地美国，主要经营制药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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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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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of 1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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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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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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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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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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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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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49 outbreak 3 ['autbreik, ,aut'breik] n.（战争的）爆发；（疾病的）发作 vi.爆发

150 outbreaks 1 暴发

151 pai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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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patients 6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153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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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permission 1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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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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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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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probability 1 [,prɔbə'biləti] n.可能性；机率；[数]或然率

161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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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receiv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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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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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result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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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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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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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170 scientific 1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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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she 1 [ʃi:] pron.她（主格）；它（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、船舶、地球、月亮等） n.女人；雌性动物 n.(She)人名；(中)佘(普通
话·威妥玛)

172 sickness 1 ['siknis] n.疾病；呕吐；弊病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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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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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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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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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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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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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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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stomach 1 ['stʌmək] n.胃；腹部；胃口 vt.忍受；吃下 vi.忍受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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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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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successfully 1 [sək'sesfəli] adv.成功地；顺利地

186 sudden 1 ['sʌdən] adj.突然的，意外的；快速的 n.突然发生的事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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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technology 2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189 temperature 1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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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t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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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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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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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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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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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tie 1 [tai] vt.系；约束；打结；与…成平局 vi.打结；不分胜负；被用带（或绳子等）系住 n.领带；平局；鞋带；领结；不分胜负
n.(Tie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治；(英)泰伊；(柬)狄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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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1 tre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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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treatment 3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203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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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us 1 pron.我们

206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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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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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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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version 1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212 virus 8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213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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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weaver 2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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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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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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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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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221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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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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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25 wrap 1 [ræp] vt.包；缠绕；隐藏；掩护 vi.包起来；缠绕；穿外衣 n.外套；围巾

226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27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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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
230 Zaire 4 [zɑ:'ir; zaiə] n.扎伊尔（非洲中西部一共和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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