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1-12 [As It Is] South Africa Leads Global Research on
COVID's Effect on Athletes 词频表词频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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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to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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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and 1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4 of 1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covid 12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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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from 1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8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 t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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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h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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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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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 athletes 7 ['æθliː ts] 运动员

13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4 athlete 5 ['æθli:t] n.运动员，体育家；身强力壮的人

15 exercise 5 ['eksəsaiz] n.运动；练习；运用；操练；礼拜；典礼 vt.锻炼；练习；使用；使忙碌；使惊恐 vi.运动；练习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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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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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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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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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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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recovering 4 [ri'kʌvəriŋ] n.恢复；再生；补偿 v.恢复；再生（recover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23 research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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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4 respiratory 4 ['respərətəri, ri'spaiə-] adj.呼吸的

25 sport 4 [spɔ:t] n.运动；游戏；娱乐；运动会；玩笑 vi.游戏 vt.游戏；参加体育运动；夸耀 adj.运动的

26 training 4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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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clinic 3 ['klinik] n.临床；诊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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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fin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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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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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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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hel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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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35 including 3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36 infections 3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37 medical 3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38 medicine 3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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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nel 3 n. 美国海军电子研究所

40 olympics 3 英 [əʊ'lɪmpɪks] 美 [oʊ'lɪmpɪks] n. 奥林匹克运动会 =Olympic Games.

41 physical 3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42 project 3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43 really 3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44 recovered 3 [rɪ'kʌvəd] adj. 恢复的 动词reco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5 recovery 3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
46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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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south 3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48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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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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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Tokyo 3 ['təukjəu; -kiəu; 'tɔ:kjɔ:] n.东京（日本首都）

51 university 3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52 virus 3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53 VOA 3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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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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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actually 2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57 African 2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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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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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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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based 2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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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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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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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doctors 2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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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effect 2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68 Evans 2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69 evidence 2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70 games 2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71 guidelines 2 ['ɡaɪdlaɪnz] n. 指导方针；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.

72 harder 2 [ha:də] adj.更难的；更努力的；更坚固的（hard的比较级） n.(Har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哈德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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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75 institute 2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76 internationa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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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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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Jonathan 2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79 leading 2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80 lifestyle 2 ['laifstail] n.生活方式 保健的

81 Olympic 2 [əu'limpik] adj.奥林匹斯山的，奥林匹亚的；奥林匹克的

82 organ 2 n.器官；机构；风琴；管风琴；嗓音；阴茎 n.（Organ）人名；（英）奥根

83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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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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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pl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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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Pretoria 2 [pri:'tɔ:ri:ə] n.比勒陀利亚

87 rehabilitation 2 ['ri:hə,bili'teiʃən] n.复原

88 returning 2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
89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90 serious 2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91 session 2 ['seʃən] n.会议；（法庭的）开庭；（议会等的）开会；学期；讲习会

92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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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3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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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sports 2 n.运动；运动会（sport的复数）；（报纸）体育版面；突变；娱乐 adj.运动的；适用于运动的 v.娱乐；戏弄（sport的第
三人称单数）

95 systems 2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96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97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98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99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00 wenda 2 n. 温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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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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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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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adds 1 abbr.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(=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)

106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107 advice 1 [əd'vais] n.建议；忠告；劝告；通知

108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109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110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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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113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14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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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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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back 1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
后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119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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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bod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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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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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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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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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carefully 1 ['kɛəfəli] adv.小心地

126 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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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128 champions 1 ['tʃæmpiən] n. 拥护者；冠军；优胜者；勇士 vt. 拥护；保卫；为 ... 而斗争

129 check 1 vt.检查，核对；制止，抑制；在…上打勾 vi.核实，查核；中止；打勾；[象棋]将一军 n.<美>支票；制止，抑制；检
验，核对 n.（英）切克（人名）

130 checked 1 [tʃekt] adj.选中的；格子花纹的 v.检查（che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31 coaches 1 英 [kəʊtʃ] 美 [koʊtʃ] n. 教练；经济舱；(火车)客车车厢；四轮马车 v. 指导；训练

132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133 complication 1 [,kɔmpli'keiʃən] n.并发症；复杂；复杂化；混乱

134 complications 1 英 [ˌkɒmplɪ'keɪʃəns] 美 [ˌkɑmplɪ'keʃəns] n. 复杂；混乱；[医学]并发症 名词complication的复数形式.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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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contract 1 ['kɔntrækt, kən'trækt] vi.收缩；感染；订约 vt.感染；订约；使缩短 n.合同；婚约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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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de 1 [di:] abbr.判定元件（DecisionElement） n.(De)人名；(朝)大

139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
西)迪尔

140 delayed 1 [di'leid] adj.延时的；定时的 v.延迟（delay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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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directs 1 [də'rekt] adj. 直接的；笔直的；坦白的 v. 对准；指挥；指示；命令

143 dissolved 1 [dɪ'zɒlvd] adj. 溶化的 动词diss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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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docto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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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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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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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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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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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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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53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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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examines 1 [ɪɡ'zæmɪn] vt. 检查；调查；考试；仔细观察 vi. 检查；调查

156 exercises 1 ['eksəsaiz] n.练习题，演习；运动

157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158 explain 1 [ik'splein] v.说明；解释

159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160 feels 1 [fiː l] v. 感觉；觉得；触摸；摸起来；认为；摸索 n. 感觉；触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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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focus 1 ['fəukəs] n.焦点；中心；清晰；焦距 vt.使集中；使聚焦 vi.集中；聚焦；调节焦距 n.(Focus)人名；(瑞典)福库斯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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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4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65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166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167 function 1 ['fʌŋkʃən] n.功能；[数]函数；职责；盛大的集会 vi.运行；活动；行使职责

168 gases 1 ['ɡæsɪz] n. 气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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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gather 1 ['gæðə] vt.收集；收割；使…聚集；使…皱起 vi.聚集；化脓；皱起 n.聚集；衣褶；收获量 n.(Gather)人名；(德)加特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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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172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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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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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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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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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179 heal 1 [hi:l] vt.治愈，痊愈；和解 vi.痊愈 n.(Heal)人名；(英)希尔

180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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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83 home 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184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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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87 improved 1 [ɪm'pruːvd] adj. 改良的；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88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189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190 infected 1 [in'fektid] adj.被感染的 v.传染（infec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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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intensity 1 [in'tensəti] n.强度；强烈；[电子]亮度；紧张

193 investigate 1 [in'vestigeit] v.调查；研究

194 join 1 [dʒɔin] vt.参加；结合；连接 vi.加入；参加；结合 n.结合；连接；接合点 n.(Join)人名；(法)茹安

195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96 kelly 1 ['keli] n.黄绿色，鲜绿色

197 Klerk 1 n.(Klerk)人名；(南非)克勒克

198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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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launched 1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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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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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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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205 lo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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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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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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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lungs 1 ['lʌŋz] n. 肺 lung的复数.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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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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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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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marcel 1 [mɑ:'sel] vt.把…烫成波浪形 vi.烫发 n.波浪形卷发

214 martin 1 ['mɑ:tin] n.紫崖燕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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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16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217 mistakes 1 [mɪ'steɪk] n. 错误；误会；过失 v. 误解；弄错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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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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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muller 1 ['mʌlə] n.研磨机；粉碎机；搅棒 n.(Muller)人名；(德、罗、俄、意)穆勒；(英)马勒；(法)米勒

222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223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24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225 nothing 1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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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28 organizers 1 ['ɔː ɡənaɪzəz] n. 组织者（organizer的复数）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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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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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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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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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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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235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236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237 preparation 1 [,prepə'reiʃən] n.预备；准备

238 prepare 1 [pri'pεə] vt.准备；使适合；装备；起草 vi.预备；做好思想准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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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professionals 1 [prə'feʃənl] adj. 职业的; 专业的 n. 专家; 内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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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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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questionnaire 1 [,kwestʃə'nεə, ,kes-] n.问卷；调查表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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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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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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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248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249 researchers 1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250 respond 1 [ri'spɔnd] vi.回答；作出反应；承担责任 vt.以…回答 n.应答；唱和

251 restoration 1 [,restə'reiʃən] n.恢复；复位；王政复辟；归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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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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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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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runner 1 ['rʌnə] n.跑步者；走私者；推销员；送信人 n.(Runner)人名；(英)朗纳

256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人名；(英)朗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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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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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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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61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262 setting 1 ['setiŋ] n.环境；安装；布置；[天]沉落 v.放置；沉没；使…处于某位置（set的ing形式）

263 shortest 1 ['ʃɔː tɪst] adj. 最短的 形容词short的最高级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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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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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skill 1 [skil] n.技能，技巧；本领，技术 n.(Skill)人名；(瑞典)希尔

267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268 specialist 1 ['speʃəlist] n.专家；专门医师 adj.专家的；专业的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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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strength 1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
271 stronger 1 [英[strɒŋə(r)] 美[strɒŋə]] adj.更强壮的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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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274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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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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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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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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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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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therapeutic 1 [,θerə'pju:tik] adj.治疗的；治疗学的；有益于健康的 n.治疗剂；治疗学家

282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83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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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86 trained 1 [treɪnd] adj.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87 tre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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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289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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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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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294 valuable 1 ['væljuəbl] adj.有价值的；贵重的；可估价的 n.贵重物品

295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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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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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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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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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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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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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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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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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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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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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人名；(英)朗

308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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