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1-11 [Health and Lifestyle] Researchers_ Lung Damage in
COVID Dead May Explain 'Long COVID'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2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covid 13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4 i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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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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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nd 1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7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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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cells 8 ['selz] n. 单元；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.

9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 long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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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 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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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blood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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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damage 6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15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6 lungs 6 ['lʌŋz] n. 肺 lung的复数.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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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to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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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9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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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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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found 4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23 ha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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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 massive 4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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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patients 4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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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som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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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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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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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condition 3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33 disease 3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34 explain 3 [ik'splein] v.说明；解释

35 lung 3 [lʌŋ] n.肺；呼吸器 n.(Lung)人名；(越)珑；(罗、塞、匈、瑞典、德)伦格

36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37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8 researchers 3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39 reuters 3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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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1 thing 3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42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43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44 agency 2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45 almost 2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46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47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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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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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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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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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ause 2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52 changes 2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53 characteristics 2 [ˌkærɪktə'rɪstɪk] n. 特性；特征；特点 名词characteristic的复数形式.

54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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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extensive 2 [ik'stensiv] adj.广泛的；大量的；广阔的

57 findings 2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58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59 infected 2 [in'fektid] adj.被感染的 v.传染（infect的过去分词）

60 inflammation 2 [,inflə'meiʃən] n.[病理]炎症；[医]发炎；燃烧；发火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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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la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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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64 matteo 2 n. 马泰奥

65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66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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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68 note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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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9 nuclei 2 ['nju:kliai] n.核心，核子；原子核（nucleus的复数形式）

70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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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ongoing 2 ['ɔn,gəuiŋ, 'ɔ:n-] adj.不间断的，进行的；前进的 n.前进；行为，举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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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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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persistent 2 [pə'sistənt, -'zis-] adj.固执的，坚持的；持久稳固的

75 presen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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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qualities 2 [统计] 质

77 research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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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78 result 2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79 scar 2 [skɑ:] vt.伤害；给留下伤痕 vi.结疤；痊愈 n.创伤；伤痕

80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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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studied 2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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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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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team 2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85 tissue 2 n.组织；纸巾；薄纱；一套 vt.饰以薄纱；用化妆纸揩去

86 unique 2 [ju:'ni:k] adj.独特的，稀罕的；[数]唯一的，独一无二的 n.独一无二的人或物 n.(Unique)人名；(英)尤妮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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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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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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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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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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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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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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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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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97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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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0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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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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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belonging 1 [bi'lɔŋiŋ] n.所有物；行李；附属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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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biology 1 [bai'ɔlədʒi] n.（一个地区全部的）生物；生物学

106 breath 1 [breθ] n.呼吸，气息；一口气，（呼吸的）一次；瞬间，瞬息；微风；迹象；无声音，气音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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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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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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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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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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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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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characteristic 1 [,kærəktə'ristik] adj.典型的；特有的；表示特性的 n.特征；特性；特色

115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
除；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116 clot 1 [klɔt] vi.凝结 n.[生理]凝块 vt.使凝结成块 n.(Clot)人名；(法)克洛；(西)克洛特

117 clotting 1 ['klɒtɪŋ] n. 结块；凝块 动词clo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18 clump 1 [klʌmp] n.丛；笨重的脚步声；土块 vi.形成一丛；以沉重的步子行走 vt.使成一丛；使凝结成块

119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120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121 combining 1 [kəm'bainiŋ] adj.化合的，结合性的 v.结合（combine的ing形式）

122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123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124 contains 1 [kən'teɪnz] v.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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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cov 1 (=coefficient of variance) 变异系数

127 dead 1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
128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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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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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discover 1 [dis'kʌvə] vt.发现；发觉 vi.发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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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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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4 dried 1 [draid] adj.干燥的；弄干了的 v.使干（原形是dry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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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enclosed 1 [in'kləuzd] adj.被附上的；与世隔绝的 v.附上（enclo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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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eve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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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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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existence 1 [ig'zistəns] n.存在，实在；生存，生活；存在物，实在物

141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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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extreme 1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
144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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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flowing 1 ['fləuiŋ] adj.流动的；平滑的；上涨的 v.流动；起源；上涨（flow的ing形式）

147 genetic 1 [dʒi'netik] adj.遗传的；基因的；起源的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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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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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151 harm 1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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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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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heals 1 =Honeywell Error Analysis and Logging System 霍尼韦尔错误分析与记录系统([美]Honeywell公司)

155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56 healthy 1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
157 heart 1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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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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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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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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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infection 1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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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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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Italy 1 ['itəli] n.意大利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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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kate 1 [keit] n.凯特（女子名，等于Catherine）

170 kelland 1 n. [姓氏] 凯兰

171 kidneys 1 ['kɪdnɪz] n. 肾；肾形矿脉 名词kidney的复数形式.

172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173 king 1 [英[kɪŋ] 美[kɪŋ]] n.国王；最有势力者；王棋 vi.统治；做国王 vt.立…为王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，最大的 n.(King)人名；
(德、英、葡、捷、西)金；(中)金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京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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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75 lancet 1 ['lɑ:nsit, 'lænsit] n.[外科]小刀，柳叶刀；尖顶窗；小枪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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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178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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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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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liver 1 ['livə] n.肝脏；生活者，居民

183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184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185 mark 1 n.标志；马克；符号；痕迹；分数 vi.作记号 vt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 n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

186 material 1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
187 mauro 1 n. 莫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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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membrane 1 ['membrein] n.膜；薄膜；羊皮纸

190 m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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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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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n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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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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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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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organs 1 n.[生物]器官；机构；风琴（organ的复数）

198 painful 1 ['peinfl] adj.痛苦的；疼痛的；令人不快的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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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passageways 1 ['pæsɪdʒweɪz] 流道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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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periods 1 ['pɪrɪədz] n.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.

203 persisting 1 英 [pə'sɪst] 美 [pər'sɪst] v. 坚持；执意；继续；持续

204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205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206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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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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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recovers 1 英 [rɪ'kʌvə(r)] 美 [rɪ'kʌvər] v. 恢复；复原；重获

210 red 1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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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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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214 SARS 1 英 [sɑːz] 美 [sɑ rːz] abbr. 非典型肺炎(=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)

215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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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218 seriousness 1 ['siəriəsnis, 'si:r-] n.严重性；严肃；认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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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9 serves 1 英 [sɜːv] 美 [sɜ rː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
220 shortness 1 ['ʃɔ:tnis] n.不足；简略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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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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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simply 1 ['simpli] adv.简单地；仅仅；简直；朴素地；坦白地

225 sing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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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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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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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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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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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231 sticky 1 ['stiki] adj.粘的；粘性的

232 st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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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stops 1 英 [stɒp] 美 [stɑːp] v. 停止；阻止；停留 n. 停止；逗留；车站

234 structural 1 ['strʌktʃərəl] adj.结构的；建筑的

235 structure 1 ['strʌktʃə] n.结构；构造；建筑物 vt.组织；构成；建造

236 substituted 1 ['sʌbstɪtju tːɪd] adj. 取代的；代替的 动词substitu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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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suffer 1 ['sʌfə] vt.遭受；忍受；经历 vi.遭受，忍受；受痛苦；经验；受损害 n.(Suffer)人名；(意)苏费尔

239 suffering 1 ['sʌfəriŋ] n.受难；苦楚 adj.受苦的；患病的 v.受苦；蒙受（suffer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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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survivors 1 [sə'vaɪvəz] 幸存者（survivor的复数）

242 swollen 1 ['swəulən] adj.肿胀的，浮肿的；浮夸的；激动兴奋的

243 symptom 1 ['simptəm] n.[临床]症状；征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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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syndr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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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247 thick 1 [θik] n.最拥挤部分；活动最多部分；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.厚的；浓的；粗大的 adv.密集地；浓浓地，厚厚地 n.
(Thick)人名；(英)西克

248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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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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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tiredness 1 ['taiədnis] n.疲劳；疲倦

252 tissues 1 n. 组织；手巾 名词tissue的复数形式.

253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54 trait 1 [trei, treit] n.特性，特点；品质；少许 n.(Trait)人名；(法)特雷

255 traits 1 [t'reɪts] n. 特征；特点（名词trait的复数形式）

256 transporting 1 ['trænspɔː rt] n. 运输 动词trans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57 Trieste 1 [tri:'est; -'este] n.的里雅斯特（意大利东北部港市）

258 typical 1 ['tipikəl] adj.典型的；特有的；象征性的

259 unclear 1 英 [ˌʌn'klɪə(r)] 美 [ˌʌn'klɪr] adj. 不清楚的；含混的

260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261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62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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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3 ve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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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vessel 1 ['vesəl] n.船，舰；[组织]脉管，血管；容器，器皿 n.(Vessel)人名；(荷)费塞尔；(俄、意、捷)韦塞尔

265 viral 1 [ˈvaɪrəl] adj.病毒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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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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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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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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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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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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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3 wound 1 [waund] n.创伤，伤口 vt.使受伤 vi.受伤，伤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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