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1-20 [Health and Lifestyle] Good News on Oxford's COVID-
19 Vaccine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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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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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denovirus 3 [,ædənəu'vaiərus] n.腺病毒

4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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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ffected 1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7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8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扬
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9 aged 1 ['eidʒid] adj.年老的；…岁的；老年人特有的 v.老化（age的过去式）；成熟；变老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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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2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3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4 and 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5 andrew 1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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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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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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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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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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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22 astrazeneca 1 阿斯特拉捷利康(财富500强公司之一, 总部所在地英国, 主要经营制药)

23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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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 authorization 1 [,ɔ:θərai'zeiʃən, -ri'z-] n.授权，认可；批准，委任

25 bbc 1 [ˌbiː biː 'siː ] abbr. 英国广播公司(=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)

26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7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8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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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razil 1 [brə'zil] n.巴西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31 briefly 1 ['bri:fli] adv.短暂地；简略地；暂时地

32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33 British 1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34 broadcasting 1 ['brɔ:d,kɑ:stiŋ, -,kæstiŋ] n.播放；广播节目 v.广播（broadcast的ing形式）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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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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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38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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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andidates 1 ['kændɪdeɪts] n. 申请求职者；候选人；投考者 名词candidate的复数形式.

40 capable 1 ['keipəbl] adj.能干的，能胜任的；有才华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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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arefully 1 ['kɛəfəli] adv.小心地

42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
43 carrying 1 ['kærɪɪŋ] adj. 运送的；运输的 n. 运送；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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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ells 1 ['selz] n. 单元；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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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48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
49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50 coronavirus 3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51 corporation 1 n.公司；法人（团体）；社团；市政当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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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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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55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56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57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58 delighted 2 [di'laitid] adj.高兴的；欣喜的 v.使…兴高采烈；感到快乐（delight的过去分词）

59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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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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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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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dr 2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64 drug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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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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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early 2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67 earth 1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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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effective 1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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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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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Evans 1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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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examining 1 adj.审查的；考试的 v.检查；审讯；进行考试（examine的ing形式）

75 expects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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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FDA 1 [ˌefdiː 'eɪ] abbr. 食品及药物管理局(=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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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80 for 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1 from 9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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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German 1 ['dʒə:mən] adj.德国的；德语的，德国人的 n.德语；德国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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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giv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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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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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globe 2 [gləub] n.地球；地球仪；球体 vt.使…成球形 vi.成球状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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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group 3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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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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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harmless 1 ['hɑ:mlis] adj.无害的；无恶意的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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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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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95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96 human 2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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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ill 1 [il] adj.生病的；坏的；邪恶的；不吉利的 adv.不利地；恶劣地；几乎不 n.疾病；不幸 n.(Ill)人名；(捷、匈)伊尔

99 illness 2 ['ilnis] n.病；疾病

100 immune 4 [i'mju:n] adj.免疫的；免于……的，免除的 n.免疫者；免除者

101 i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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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2 inactive 1 [in'æktiv] adj.不活跃的；不活动的；怠惰的；闲置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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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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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is 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7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08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109 Jonathan 1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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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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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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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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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116 maker 1 ['meikə] n.制造者；造物主；出期票人 n.(Maker)人名；(英)马克尔

117 makers 1 n. 迈克（美国一家公司）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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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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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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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moderna 2 莫德尔纳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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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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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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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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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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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29 of 1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30 Older 2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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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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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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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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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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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over 1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137 Oxford 7 ['ɔksfəd] n.牛津大学；牛津（英国城市）

138 paper 1 ['peipə] n.纸；论文；文件；报纸 adj.纸做的 vt.用纸糊；用纸包装 vi.贴糊墙纸；发交通违章传票 n.(Paper)人名；(俄)帕
佩尔

139 papers 1 ['peɪpəz] n. 文件；资料；证书 名词paper的复数形式.

140 partner 1 ['pɑ:tnə] n.伙伴；合伙人；配偶 vi.合伙；合股；成为搭档 vt.使合作；与…合伙 n.(Partner)人名；(英、德)帕特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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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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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pfizer 3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
144 phase 3 n.月相 n.（月亮的）盈亏 n.时期

145 placebo 1 [plə'si:bəu] n.安慰剂；为死者所诵的晚祷词

146 pollard 3 ['pɔləd] n.截去树梢的树；角被割下的动物 vt.将……截角；将……去梢 n.(Pollard)人名；(西)波利亚德；(英)波拉德

147 protect 2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148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149 proteins 1 [p'rəʊtiː nz] 蛋白质

150 published 2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151 raise 1 [reiz] vt.提高；筹集；养育；升起 vi.上升 n.高地；上升；加薪 n.(Raise)人名；(英)雷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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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release 1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154 response 4 [ri'spɔns] n.响应；反应；回答

155 results 4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156 review 3 [ri'vju:] n.回顾；复习；评论；检讨；检阅 vt.回顾；检查；复审 vi.回顾；复习功课；写评论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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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Russia 1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159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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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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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scientific 1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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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see 1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164 seek 1 [si:k] vt.寻求；寻找；探索；搜索 vi.寻找；探索；搜索

165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
166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167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168 severely 1 [si'viəli] adv.严重地；严格地，严厉地；纯朴地

169 shot 1 n.发射；炮弹；射手；镜头 adj.用尽的；破旧的；杂色的，闪光的 v.射击（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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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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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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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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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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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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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strong 2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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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study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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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substance 1 ['sʌbstəns] n.物质；实质；资产；主旨

181 suspended 1 [sə'spendid] adj.悬浮的；暂停的，缓期的（宣判）

182 t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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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the 3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184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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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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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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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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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189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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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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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Thursday 2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194 to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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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95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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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98 unexplained 1 [ˌʌnɪk'spleɪnd] adj. 未得到解释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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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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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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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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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vaccine 8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204 vaccines 3 疫苗程序

205 vector 1 ['vektə] n.矢量；带菌者；航线 vt.用无线电导航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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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208 volunteer 1 [,vɔlən'tiə] n.志愿者；志愿兵 adj.志愿的 vi.自愿 vt.自愿

209 volunteers 3 英 [ˌvɒlən'tɪə(r)] 美 [ˌvɑ lːən'tɪr] n. 志愿者；(自行生长的)植物 v. (自愿)做

210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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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weakened 1 ['wiː kən] v. 使 ... 弱，削弱； 变弱； 弄淡

213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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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w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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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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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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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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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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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0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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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http://www.voase.cn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