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0-29 [Health and Lifestyle] COVID Measures Will Not End
When Vaccine Arrives, Experts Sa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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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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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tive 1 ['æktiv] adj.积极的；活跃的；主动的；有效的；现役的 n.主动语态；积极分子

5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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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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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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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dults 1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10 adv 1 ['ædvɜːb] abbr. 副词（=adverb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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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ims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13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4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5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6 and 1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7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8 anoth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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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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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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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mor 2 ['ɑ:mə] n.[军]装甲；盔甲 vt.为…装甲 n.(Armor)人名；(法、英)阿莫尔

22 arrival 1 [ə'raivəl] n.到来；到达；到达者

23 arrive 1 vi.到达；成功；达成；出生 n.(Arrive)人名；(法)阿里夫

24 arrives 1 [ə'raɪv] vi. 到达；到来；成功

25 a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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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shley 2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27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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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 available 4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29 aware 1 [ə'wεə] adj.意识到的；知道的；有…方面知识的；懂世故的 n.(Aware)人名；(阿拉伯、索)阿瓦雷

30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31 baragona 1 巴拉戈纳

32 be 10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3 become 4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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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6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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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etting 1 ['betiŋ] n.打赌；赌博 v.打赌（bet的ing形式）；断言

39 big 3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40 biology 2 [bai'ɔlədʒi] n.（一个地区全部的）生物；生物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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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lack 1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42 block 1 n.块；街区；大厦；障碍物 vt.阻止；阻塞；限制；封盖 adj.成批的，大块的；交通堵塞的 n.(Blo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芬、罗)布洛克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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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b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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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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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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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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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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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aty 1 卡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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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53 cent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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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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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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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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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olds 1 ['kəʊldz] n. 感冒

58 Colorado 1 [,kʌlə'rɑ:dəu] n.（美）科罗拉多；（美）科罗拉多河

59 common 2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60 completely 3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61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62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63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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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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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67 couple 1 ['kʌpl] n.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结合；成婚 vt.结合；连接；连合 n.(Couple)人名；(法)库普勒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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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coverings 1 ['kʌvərɪŋz] n. 覆盖物

70 covid 7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71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72 Daniel 1 ['dænjəl] n.丹尼尔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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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depend 1 [di'pend] vi.依赖，依靠；取决于；相信，信赖

75 depends 1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
76 description 1 [di'skripʃən] n.描述，描写；类型；说明书

77 differences 2 ['dɪfərəns] n.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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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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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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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distancing 2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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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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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86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87 dropping 1 ['drɔpiŋ] n.落下；空投；滴下物 v.落下；退出（drop的ing形式）；滴入；随口漏出

88 dru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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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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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effective 6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
91 effectiveness 1 [ə'fektivnis] n.效力

92 efficient 1 [i'fiʃənt] adj.有效率的；有能力的；生效的

93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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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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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enough 5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97 equally 1 ['i:kwəli] adv.同样地；相等地，平等地；公平地

98 ethnic 1 ['eθnik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99 even 5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等
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100 everybody 1 ['evri,bədi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

101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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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existing 2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104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105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106 expert 2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107 experts 5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08 fac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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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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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111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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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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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flu 2 [flu:] n.流感 n.(Flu)人名；(法)弗吕

115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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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118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19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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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Georgetown 2 ['dʒɔ:dʒtaun] n.乔治城（圭亚那首都）

122 get 9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23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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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126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127 going 3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128 goodman 4 ['gudmæn] n.主人；（对男性的敬称）君；家长；丈夫；父亲 n.(Goodman)人名；(英、意)古德曼；(德)戈德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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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gray 1 [grei] adj.灰色的；苍白的；灰白头发的；阴郁的 n.灰色；暗淡的光线 vi.成为灰色或灰白 vt.使成灰色或灰白 n.(Gray)人
名；(意)格拉伊；(英、法、葡、瑞典)格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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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groups 2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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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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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handwashing 1 ['hændwɒʃɪŋ] 洗手

135 happen 2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36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137 hard 3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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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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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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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health 4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42 healthcare 1 ['helθkeə] 保健

143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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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herd 3 [hə:d] n.兽群，畜群；放牧人 vi.成群，聚在一起 vt.放牧；使成群 n.(Herd)人名；(英、芬)赫德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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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hospital 1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147 how 7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48 howev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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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ideally 1 [ai'diəli] adv.理想地；观念上地

150 if 6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51 immediately 1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
152 immune 2 [i'mju:n] adj.免疫的；免于……的，免除的 n.免疫者；免除者

153 immunity 4 [i'mju:nəti] n.免疫力；豁免权；免除

154 immunize 2 ['imju:naiz] vt.使免疫；赋予免疫性

155 immunized 2 ['ɪmjunaɪz] vt. 使免疫；赋予免疫性

156 imperfect 1 [im'pə:fikt] adj.有缺点的；未完成的；半过去的；未完成时的 n.未完成体 adv.有瑕疵地；有缺点地

157 i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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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8 indecision 1 [,indi'siʒən] n.优柔寡断；犹豫不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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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infect 1 [in'fekt] vt.感染，传染

161 infection 3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
162 infectious 4 [in'fekʃəs] adj.传染的；传染性的；易传染的

163 influenza 1 [,influ'enzə] n.[内科]流行性感冒（简写flu）；家畜流行性感冒

164 injection 1 [in'dʒekʃən] n.注射；注射剂；充血；射入轨道

165 injections 2 注射

166 is 1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67 i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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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Jesse 1 ['dʒesi] n.杰西（男子名）

169 kee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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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know 3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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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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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lasts 2 英 [lɑːst] 美 [læst] v. 持续；维持 adj. 最近的；上一个的；末尾的；最后的 adv. 最后；最近一次 n. 最后来的人（或发生的
事）；鞋楦(做鞋的模型)

174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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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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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less 2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178 lessen 1 ['lesən] vt.使…变小；使…减轻；使…变少 vi.减少；减轻；变小 n.(Lessen)人名；(德、罗)莱森

179 likely 2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180 long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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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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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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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mask 1 [mɑ:sk, mæsk] n.面具；口罩；掩饰 vi.掩饰；戴面具；化装 vt.掩饰；戴面具；使模糊

185 masking 1 ['mɑ:skiŋ] n.掩蔽；隐蔽 v.戴面具；掩饰；化装（mask的ing形式）

186 masks 3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187 may 8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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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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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90 measures 2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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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migh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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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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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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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models 1 ['mɒdlz] n. 模范；模特儿；模型（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）

196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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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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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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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201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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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04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05 not 2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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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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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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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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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of 1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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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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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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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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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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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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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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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opinion 1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220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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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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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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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p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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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partly 1 ['pɑ:tli] adv.部分地；在一定程度上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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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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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patients 2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229 Paul 1 [pɔ:l] n.保罗（男子名）

230 people 1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31 perce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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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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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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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point 2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235 population 2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236 possibly 1 ['pɔsəbli] adv.可能地；也许；大概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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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prevent 2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239 probably 2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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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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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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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professor 2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244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45 protection 2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246 protects 1 [prə'tekt] v. 保护；投保

247 public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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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249 rate 1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
250 re 2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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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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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54 reduces 1 英 [rɪ'djuːs] 美 [rɪ'duːs] v. 减少；缩小；使落魄；简化；还原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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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6 remain 1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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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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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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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respond 2 [ri'spɔnd] vi.回答；作出反应；承担责任 vt.以…回答 n.应答；唱和

261 respondents 1 [rɪs'pɒndənts] 调查对象

262 response 2 [ri'spɔns] n.响应；反应；回答

263 responses 1 [rɪs'pɒnsɪz] 名词response的复数形式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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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risk 2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266 said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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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s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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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scenario 2 n.方案；情节；剧本；设想

269 schaffner 1 n. 沙夫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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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scientist 1 ['saiəntist] n.科学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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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seasonal 1 ['si:zənəl] adj.季节的；周期性的；依照季节的

274 severe 2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275 shots 1 英 [ʃɒt] 美 [ʃɑ tː] n. 注射；投篮；发射；拍摄；开枪；子弹 adj. (织物)闪色的；精疲力尽的；完了的 动词shoot的过去式和
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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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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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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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280 s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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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social 2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82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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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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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something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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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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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spreading 2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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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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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steve 1 [sti:v] n.史蒂夫（男子名）

291 still 3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292 stop 2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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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strange 1 [streindʒ] adj.奇怪的；陌生的；外行的 adv.奇怪地；陌生地，冷淡地 n.(Strange)人名；(英)斯特兰奇；(瑞典、塞)斯特
朗格

295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296 stud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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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such 5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98 suit 1 vt.适合；使适应 n.诉讼；恳求；套装，西装；一套外衣 vi.合适；相称

299 super 1 ['sju:pə] adj.特级的；极好的 n.特级品，特大号；临时雇员 n.(Super)人名；(英)休珀

300 symptom 1 ['simptəm] n.[临床]症状；征兆

301 symptoms 2 ['sɪmptəmz] n. 症候 名词symptom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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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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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Tennessee 1 [,teni'si:] n.田纳西州（美国州名）

304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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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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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the 4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07 their 3 [ðεə, 弱ðər] pron.他们的，她们的；它们的 n.(Their)人名；(英)蒂尔；(芬、瑞典)泰尔

308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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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311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12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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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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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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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Thompson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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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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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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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throw 1 [θrəu] vt.投；抛；掷 vi.抛；投掷 n.投掷；冒险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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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to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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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24 transmission 2 [trænz'miʃən, træns-, trɑ:n-] n.传动装置，[机]变速器；传递；传送；播送

325 trial 1 ['traiəl] n.试验；审讯；努力；磨炼 adj.试验的；审讯的 n.(Trial)人名；(法)特里亚尔

326 unconsciously 2 [ʌn'kɔnʃəsli] adv.不知不觉；无意识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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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university 4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329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330 usually 2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31 vaccinated 2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332 vaccine 18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333 vaccines 9 疫苗程序

334 Vanderbilt 1 ['vændəbilt] n.范德比尔特（姓氏）

335 vehicle 1 ['viː ɪk(ə)l] n.[车辆]车辆；工具；交通工具；运载工具；传播媒介；媒介物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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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virus 6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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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VOA 2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340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41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342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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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344 well 3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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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whe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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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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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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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whil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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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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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353 widely 1 ['waidli] adv.广泛地

354 wi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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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William 1 ['wiljəm] n.威廉（男子名）；钞票，纸币

356 willing 1 ['wiliŋ] adj.乐意的；自愿的；心甘情愿的 v.决心；用意志力驱使；将（财产等）遗赠某人（will的现在分词） n.(Willing)
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维林；(英)威林

357 wise 1 [waiz] adj.明智的；聪明的；博学的 vt.使知道；教导 vi.了解 n.(Wise)人名；(英)怀斯

358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59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360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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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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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3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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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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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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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69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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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72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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