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1-14 [Health and Lifestyle] Study_ COVID-19 Survivors May
Be at Greater Mental Health Risk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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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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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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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ffects 2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7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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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id 1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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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lzheimer 1 n. 老年痴呆症（亦称:Alzheimer's disease，阿兹海默症）

12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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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15 anxiety 4 [æŋ'zaiəti] n.焦虑；渴望；挂念；令人焦虑的事

16 aphasia 1 [ə'feizjə] n.失语症（形容词aphasic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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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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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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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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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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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 at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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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 be 8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4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5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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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ehavior 1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
28 behavioral 1 [bi'heivjərəl] adj.行为的

29 Bloomfield 1 ['blu:mfi:ld] n.布洛姆菲尔德（姓氏，美国语言学家教育家）

30 brain 2 [brein] n.头脑，智力；脑袋 vt.猛击…的头部 n.(Brain)人名；(英)布雷恩

31 branch 1 [brɑ:ntʃ, bræntʃ] vt.分支；出现分歧 vi.分支；出现分歧 n.树枝，分枝；分部；支流 n.(Branch)人名；(英)布兰奇

32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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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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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callers 1 n.访问者( caller的名词复数 ); 呼叫者; 鸣叫物; 打电话者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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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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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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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auses 2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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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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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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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cognitive 1 ['kɔgnitiv] adj.认知的，认识的

43 college 2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44 combination 1 [,kɔmbi'neiʃən] n.结合；组合；联合；[化学]化合

45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46 comm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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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omplex 1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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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onditions 3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50 confirms 2 英 [kən'fɜːm] 美 [kən'fɜ rːm] v. 证实；批准；确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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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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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54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特

55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56 dealing 2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57 deals 1 [diː l] n. 协定；交易；大量 v. 应付；分配；处理；交易；经营

58 deficits 1 英['defɪsɪts] 美[ 'dɛfəsɪts] n.不足额( deficit的名词复数 ); 赤字; 亏空; 亏损

59 dementia 2 [di'menʃiə] n.[内科]痴呆

60 depression 2 n.沮丧；忧愁；抑郁症；洼地；不景气；低气压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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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63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64 diagnose 1 ['daiəgnəuz, ,daiəg'nəuz] vt.诊断；断定 vi.诊断；判断

65 diagnosed 3 英 ['daɪəɡnəʊz] 美 [ˌdaɪəɡ'noʊs] v. 判断；诊断(疾病)

66 diagnosis 1 [,daiəg'nəusis] n.诊断

67 directly 2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68 disease 6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69 disorder 1 [dis'ɔ:də] n.混乱；骚乱 vt.使失调；扰乱

70 disorders 4 英 [dɪs'ɔː də(r)] 美 [dɪs'ɔː rdər] n. 混乱；杂乱；不适；失调；疾病 vt. 扰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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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due 1 [dju:, du:] adj.到期的；预期的；应付的；应得的 n.应付款；应得之物 adv.正（置于方位词前） n.(Due)人名；(英)迪尤

73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74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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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77 electronic 1 adj.电子的 n.电子电路；电子器件

78 emotional 1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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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especially 2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81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82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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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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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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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experienced 1 [ik'spiəriənst] adj.老练的，熟练的；富有经验的

87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88 fear 2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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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9 fin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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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findings 4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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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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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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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4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95 found 3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96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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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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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go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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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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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Greater 3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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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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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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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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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07 Harrison 3 ['hærisn] n.哈里森（男子名，哈里之子）

108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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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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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health 1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12 helpline 1 ['helplaɪn] n. 热线服务电话

113 her 1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114 higher 2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115 illness 3 ['ilnis] n.病；疾病

116 impairment 1 [im'pɛəmənt] n.损伤，损害

117 improvement 1 n.改进，改善；提高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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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9 inability 2 [,inə'biləti] n.无能力；无才能

120 incidence 1 ['insidəns] n.发生率；影响；[光]入射；影响范围

121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22 increa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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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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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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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infectious 1 [in'fekʃəs] adj.传染的；传染性的；易传染的

127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28 initiate 1 [i'niʃieit, i'niʃiət, -eit] vt.开始，创始；发起；使初步了解 n.开始；新加入者，接受初步知识者 adj.新加入的；接受初步知识
的

129 insomnia 2 [in'sɔmniə] n.失眠症，失眠

130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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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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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3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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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4 issues 3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135 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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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37 journal 2 ['dʒə:nəl] n.日报，杂志；日记；分类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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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kelland 1 n. [姓氏] 凯兰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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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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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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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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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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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likely 5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146 London 2 ['lʌndən] n.伦敦

147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48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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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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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marjorie 1 n. 马乔里(女子名)

152 marked 1 [mɑ:kt] adj.显著的；有记号的 v.表示（mark的过去分词）；作记号；打分数

153 matteo 2 n. 马泰奥

154 matters 1 ['mætəz] n. 事情 名词matter的复数形式.

155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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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memory 1 ['meməri] n.记忆，记忆力；内存，[计]存储器；回忆 n.(Memory)人名；(英)梅默里

158 mental 11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159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160 m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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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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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63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64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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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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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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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multiple 1 ['mʌltipl] adj.多重的；多样的；许多的 n.倍数；[电]并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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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nervous 1 ['nə:vəs] adj.神经的；紧张不安的；强健有力的

170 nervousness 1 ['nə:vəsnis] n.神经质；[心理]神经过敏；紧张不安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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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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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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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5 novel 1 ['nɔvəl] adj.新奇的；异常的 n.小说 n.(Novel)人名；(法、西、英)诺韦尔

176 numb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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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of 2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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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8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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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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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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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182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83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84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85 outbreak 1 ['autbreik, ,aut'breik] n.（战争的）爆发；（疾病的）发作 vi.爆发

186 outbreaks 1 暴发

187 Oxford 3 ['ɔksfəd] n.牛津大学；牛津（英国城市）

188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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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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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Paul 1 [pɔ:l] n.保罗（男子名）

192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93 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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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perio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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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periodical 1 [,piəri'ɔdikəl] adj.[数]周期的；定期的 n.期刊；杂志

196 physica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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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198 positive 2 ['pɔzətiv, -zi-] adj.积极的；[数]正的，[医][化学]阳性的；确定的，肯定的；实际的，真实的；绝对的 n.正数；[摄]正片

199 pre 2 abbr.炼油工程师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）

200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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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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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progressive 1 [prəu'gresiv] adj.进步的；先进的 n.改革论者；进步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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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psychiatric 3 [,saɪkɪ'ætrɪk] adj.精神病学的；精神病治疗的

206 psychiatrist 1 [sai'kaiətrist] n.精神病学家，精神病医生

207 psychiatry 4 [psai'kaiətri, psi-] n.精神病学；精神病治疗法

208 psychological 1 [,psaikə'lɔdʒikəl] adj.心理的；心理学的；精神上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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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read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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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recognize 1 ['rekəgnaiz] vt.认出，识别；承认 vi.确认，承认；具结

212 records 1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213 recovered 1 [rɪ'kʌvəd] adj. 恢复的 动词reco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14 relapse 1 [ri:'leæps, ri'læps, 'ri:læps] vi.故态复萌；旧病复发；再度堕落；再陷邪道 n.复发，再发；故态复萌；回复原状

215 relapsing 1 [rɪ'læps] v. 复发；再陷入；故态复萌 n. 再发；重陷；故态复萌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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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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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19 researchers 6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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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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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23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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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4 risk 7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225 said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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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sa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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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sane 2 [sein] adj.健全的；理智的；[临床]神志正常的 n.(Sane)人名；(日)实(姓)；(日)实(名)；(芬、塞、冈、几比、塞内)萨内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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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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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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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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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
234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35 Simon 1 ['saimən] n.西蒙（男子名）

236 sleep 1 [sli:p] vi.睡，睡觉 n.睡眠 n.(Sleep)人名；(英)斯利普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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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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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specialists 1 ['speʃəlɪsts] n. 专家；专科医生 名词speacialist的复数.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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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stimulus 1 ['stimjuləs] n.刺激；激励；刺激物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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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stress 1 [stres] n.压力；强调；紧张；重要性；重读 vt.强调；使紧张；加压力于；用重音读 n.(Stress)人名；(意)斯特雷斯

244 stressor 1 n.紧张性刺激（心理学）

245 stressors 1 压力源

246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247 study 9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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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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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survivors 5 [sə'vaɪvəz] 幸存者（survivor的复数）

250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51 telephone 1 ['telifəun] n.（美）电话；电话机；电话耳机 vi.打电话 vt.打电话给…

252 test 1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253 tha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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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tha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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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the 4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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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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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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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60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61 thi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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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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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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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to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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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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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6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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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
269 twice 1 [twais] adv.两次；两倍

270 unbearable 1 [,ʌn'bεərəbl] adj.难以忍受的；承受不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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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73 urged 1 ['ɜːdʒd] v. 催促；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74 urgently 1 ['ə:dʒəntli] adv.迫切地；紧急地；急切地

275 useful 1 ['ju:sful] adj.有用的，有益的；有帮助的

276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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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Wallace 2 ['wɔlis] n.华莱士（男子名）

279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80 warned 1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281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82 weakens 1 ['wiː kən] v. 使 ... 弱，削弱； 变弱； 弄淡

283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84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85 wessely 2 韦塞利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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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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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with 1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90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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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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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3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94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295 worried 1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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