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2-14 [Health and Lifestyle] Scientists Now Question Brain
Imaging Method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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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rain 26 [brein] n.头脑，智力；脑袋 vt.猛击…的头部 n.(Brain)人名；(英)布雷恩

4 of 2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and 1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6 i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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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i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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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 fmri 10 机能性磁共振成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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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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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method 8 ['meθəd] n.方法；条理；类函数 adj.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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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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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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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scan 7 [skæn] vt.扫描；浏览；细看；详细调查；标出格律 vi.扫描；扫掠 n.扫描；浏览；审视；细看

17 scientists 7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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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 many 6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0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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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studies 6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22 such 6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3 very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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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bo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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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ctivity 5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26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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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ca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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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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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imaging 5 ['imidʒiŋ] n.成像 v.想像（image的ing形式）；画…的像

30 now 5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31 person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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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som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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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study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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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studying 5 ['stʌdi] n. 研究；学习；学科；书房；(绘画或文学)习作；练习曲；沉思；记忆力…的人；台词记得…的人 v. 研究；
学习；读书；仔细观察；努力

35 using 5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6 whe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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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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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8 d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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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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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how 4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41 its 4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42 methods 4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43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44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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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46 s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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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7 too 4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48 us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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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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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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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52 anoth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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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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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become 3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55 began 3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56 bloo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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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all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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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Disney 3 ['dizni] n.迪斯尼（美国动画影片制作家及制片人）

59 does 3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60 duke 3 [dju:k, du:k] n.公爵，（公国的）君主；公爵（种）樱桃 n.(Duke)人名；(西、俄、瑞典、英)杜克

61 fiber 3 ['faibə] n.纤维；光纤（等于fibre） n.(Fiber)人名；(匈)菲贝尔

62 findings 3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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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h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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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5 int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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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larg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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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latest 3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
68 learning 3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69 light 3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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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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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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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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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scans 3 n. 达成必须技能秘书委员会(=Secretary's Commission on Achieving Necessary Skills)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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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technique 3 [tek'ni:k] n.技巧，技术；手法

77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78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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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uses 3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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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word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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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2 activate 2 ['æktiveit] vt.刺激；使活动；使活泼；使产生放射性 vi.激活；有活力

83 actually 2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84 anita 2 [ə'ni:tə] n.安尼塔（女子名）

85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86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87 bandwagon 2 ['bænd,wægən] n.流行，时尚；乐队花车

88 basic 2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
89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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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cable 2 n.缆绳；电缆；海底电报 vt.打电报 vi.打海底电报

92 day 2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93 device 2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94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95 earlier 2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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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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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9 hirsch 2 n. 赫希

100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01 inside 2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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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involv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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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3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04 limitations 2 [lɪmɪ'teɪʃnz] n. 局限；不足之处 名词limitation的复数形式.

105 loo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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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matteo 2 n. 马泰奥

107 move 2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108 nerve 2 [nə:v] n.神经；勇气；[植]叶脉 vt.鼓起勇气

109 nerves 2 [nɜːvs] n. 神经紧张 名词nerve的复数形式.

110 optic 2 ['ɔptik] adj.光学的；视觉的；眼睛的 n.眼睛；镜片 n.(Optic)人名；(英)奥普蒂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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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popular 2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113 powerful 2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114 press 2 [pres] vt.压；按；逼迫；紧抱 vi.压；逼；重压 n.压；按；新闻；出版社；[印刷]印刷机 n.(Press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115 questions 2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116 quickly 2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117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118 researcher 2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119 researchers 2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120 results 2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121 science 2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122 scientific 2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
123 scientist 2 ['saiəntist] n.科学家

124 seemed 2 [siː m] vi. 似乎；好像

125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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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sh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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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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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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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Stanley 2 ['stænli] n.斯坦利（男子名）

130 stay 2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131 subject 2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
132 subjects 2 ['sʌbdʒɪkts] n. 科目 名词subjec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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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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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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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138 tool 2 [tu:l] n.工具，用具；器械，机床；手段 vi.使用工具；用机床装备工厂 vt.用工具给……加工

139 understand 2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140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141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42 way 2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
143 whether 2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144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145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146 abuse 1 [ə'bju:z, ə'bju:s] n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；弊端；恶习，陋习 vt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 n.(Abuse)人名；(英)阿比斯

147 accurate 1 ['ækjurət] adj.精确的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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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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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adelphi 1 [地名] [美国、牙买加] 阿德尔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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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admit 1 [əd'mit] vt.承认；准许进入；可容纳 vi.承认；容许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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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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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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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57 amounts 1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
158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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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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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ap 1 abbr.美国联合通讯社（AssociatedPress）；空气污染（AirPollution）；大气规划（AirProgram）；汇编程序
（AssemblyProgram） n.(Ap)人名；(中)鸭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62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163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164 attached 1 [ə'tætʃt] adj.附加的；依恋的，充满爱心的 v.附上（attach的过去分词）

165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166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67 axons 1 轴突

168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169 beam 1 [bi:m] n.横梁；光线；电波；船宽；[计量]秤杆 vt.发送；以梁支撑；用…照射；流露 vi.照射；堆满笑容 n.(Beam)人名；
(阿拉伯)贝亚姆；(英)比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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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171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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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brains 1 n.智力；脑髓（brain的复数）

174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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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careful 1 ['kεəful] adj.仔细的，小心的

176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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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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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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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chemistry 1 ['kemistri] n.化学；化学过程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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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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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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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185 comparison 1 [kəm'pærisən] n.比较；对照；比喻；比较关系

186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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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189 criticisms 1 [k'rɪtɪsɪzəmz] 批评

190 criticized 1 ['krɪtɪsaɪz] v. 批评；挑剔；评论；非难；吹毛求疵

191 Damian 1 n. 达米安

192 dealt 1 [delt] v.处理（dea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93 dendrites 1 [dend'raɪts] n. 树枝状；树突；树枝石 名词dendrit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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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devices 1 [dɪ'vaɪsɪz] n. 设备

196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197 diseases 1 [dɪ'ziː zɪz] 病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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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doubts 1 [daʊt] n. 怀疑；疑惑；悬而未定 vt. 怀疑；不信任 vi. 不确定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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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202 easier 1 [英 ['i:zɪə] 美 ['i:zɪr]] adj.更简单；容易些（easy的比较级形式）；较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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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electrodes 1 [e'lektrəʊdz] 电极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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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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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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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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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examine 1 [ig'zæmin] vt.检查；调查；检测；考试 vi.检查；调查

211 examined 1 [ɪg'zæmɪnd] adj. 检查过的；诊察过的；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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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explained 1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
214 eye 1 [ai] n.眼睛；视力；眼光；见解，观点 vt.注视，看 n.(Eye)人名；(德)艾厄；(英)艾

215 f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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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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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217 faster 1 ['fa:stə] adj.更快的 adv.更快地 n.(Faster)人名；(德、捷)法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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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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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fibers 1 纤维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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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finds 1 [faɪnd] v. 发现；找到；认为；觉得；感到；裁决；判定 n. 发现

223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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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flow 1 [fləu] vi.流动，涌流；川流不息；飘扬 vt.淹没，溢过 n.流动；流量；涨潮，泛滥 n.(Flow)人名；(英)弗洛

225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226 freely 1 ['fri:li] adv.自由地；免费地；大量地；慷慨地；直率地

227 functional 1 ['fʌŋkʃənl] adj.功能的

228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29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230 glass 1 [glɑ:s, glæs] n.玻璃；玻璃制品；镜子 vt.反映；给某物加玻璃 vi.成玻璃状 n.(Gl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)格拉斯

231 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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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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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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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236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237 hit 1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238 howev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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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240 idiom 1 ['idiəm] n.成语，习语；土话

241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242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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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incorrectly 1 [,inkə'rektli] adv.错误地；不适当地

245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246 injecting 1 [ɪn'dʒekt] v. 注射；注入；引入；插入

247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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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joy 1 [dʒɔi] n.欢乐，快乐；乐趣；高兴 vi.欣喜，欢喜 vt.高兴，使快乐

250 jump 1 [dʒʌmp] n.跳跃；暴涨；惊跳 vt.跳跃；使跳跃；跳过；突升 vi.跳跃；暴涨；猛增 n.(Jump)人名；(英)江普

251 jumped 1 [dʒʌmp] n. 跳跃；跳动；上涨 v. 跳越；暴涨

252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253 laboratories 1 英 [lə'bɒrətri] 美 ['læbrətɔː ri] n. 实验室

254 laser 1 ['leizə] n.激光 n.(Laser)人名；(德)拉泽

255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256 lets 1 abbr.地方交易系统（LocalExchangeTradingSystem）

257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58 lights 1 [laits] n.灯光（light的复数）；（供食用的）家畜的肺脏 v.点亮（light的三单形式）

259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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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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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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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machine 1 [mə'ʃi:n] n.机械，机器；机构；机械般工作的人 vt.用机器制造 n.(Machine)人名；(意)马基内

264 made 1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265 magnetic 1 [mæg'netik] adj.地磁的；有磁性的；有吸引力的

266 magnets 1 ['mæɡnɪts] 磁体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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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map 1 [mæp] vt.映射；计划；绘制地图；确定基因在染色体中的位置 n.地图；示意图；染色体图 vi.基因被安置 n.(Map)人名；
(法)马普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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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271 measure 1 ['meʒə] n.测量；措施；程度；尺寸 vt.测量；估量；权衡 vi.测量；估量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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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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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275 mysteries 1 ['mɪstərɪz] n. 古代的秘密宗教仪式；奥秘，神秘（名词mystery的复数形式）

276 neuron 1 ['njuərɔn] n.[解剖]神经元，神经单位

277 neurons 1 神经元

278 neuroscientist 1 [,njuərəu'saiəntist] n.神经系统科学家

279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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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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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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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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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285 operation 1 [,ɔpə'reiʃən] n.操作；经营；[外科]手术；[数][计]运算

286 opinion 1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287 optogenetics 1 光遗传学

288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89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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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292 oxygenated 1 ['ɒksɪdʒəneɪtɪd] adj. 充满氧气的 动词oxyge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93 pain 1 [pein] n.疼痛；努力 vt.使…痛苦；使…烦恼 vi.感到疼痛；引起疼痛 n.(Pain)人名；(意)帕因；(俄)派因；(法)潘；(英)佩因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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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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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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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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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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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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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patient 1 adj.有耐心的，能容忍的 n.病人；患者 n.(Patient)人名；(法)帕蒂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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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perfectly 1 ['pə:fiktli] adv.完美地；完全地；无瑕疵地

303 perhaps 1 adv.或许；（表示不确定）也许；（用于粗略的估计）或许；（表示勉强同意或其实不赞成）也许；可能 n.假定；
猜想；未定之事

304 permits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305 photometer 1 [fəu'tɔmitə] n.光度计；测光表

306 picture 1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
307 placed 1 [pleɪst] adj. 名列前茅的（多指赛马）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08 plastic 1 ['plæstik,'plɑ:s-] adj.塑料的；（外科）造型的；可塑的 n.塑料制品；整形；可塑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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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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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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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processes 1 n.过程；[计]进程（process的复数） v.处理（proces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加工

313 projects 1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314 promise 1 ['prɔmis] n.许诺，允诺；希望 vt.允诺，许诺；给人以…的指望或希望 vi.许诺；有指望，有前途

315 proven 1 ['pru:vən] v.证明（prove的过去分词）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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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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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319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320 questioned 1 ['kwestʃən] n. 问题；疑问 v. 询问；怀疑

321 radiation 1 n.辐射；放射物

322 radioactive 1 [,reidiəu'æktiv] adj.[核]放射性的；有辐射的

323 rare 1 adj.稀有的；稀薄的；半熟的 adj.杰出的；极度的；非常好的 adv.非常；极其 vi.用后腿站起；渴望

324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325 reading 1 ['ri:diŋ] n.阅读，朗读；读物；读数 adj.阅读的 v.阅读（read的ing形式）

326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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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
329 resonance 1 ['rezənəns] n.[力]共振；共鸣；反响

330 rethinking 1 [ˌriː 'θɪŋk] v. 再想；再考虑 n. 再思考；反思

331 sa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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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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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scanner 1 ['skænə] n.[计]扫描仪；扫描器；光电子扫描装置

334 scanning 1 ['skæniŋ] n.扫描；[计]搜索，观测；扫掠 adj.扫描的；观测的；搜索的；扫掠的 v.扫描（scan的现在分词）；浏览

335 schizophrenia 1 [,skidzəu'freniə, ,skitsəu-] n.[内科]精神分裂症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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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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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sensing 1 [sensɪŋ] n. 感觉 adj. 敏感的 动词sens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39 share 1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
340 sight 1 [sait] n.视力；景象；眼界；见解 vt.看见；瞄准 vi.瞄准；观看 adj.见票即付的；即席的

341 signals 1 ['sɪɡnəl] n. 信号；标志 v. (发信号)通知、表示 adj. 显著的
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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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simplest 1 adj.最简单的，单纯的

344 skull 1 [skʌl] n.头盖骨，脑壳
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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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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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6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347 socializing 1 ['səʊʃəlaɪzɪŋ] n. 社交；交际 动词socializ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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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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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351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52 state 1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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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stories 1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55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356 supporting 1 [sə'pɔ:tiŋ] adj.支持的；辅助性的；次要的 n.支持；支承面 v.支持；供养（support的ing形式）

357 systematically 1 [,sistə'mætikəli] adv.有系统地；有组织地

358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359 technical 1 ['teknikəl] adj.工艺的，科技的；技术上的；专门的

360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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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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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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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thin 1 [θin] adj.薄的；瘦的；稀薄的；微弱的 vt.使瘦；使淡；使稀疏 vi.变薄；变瘦；变淡 adv.稀疏地；微弱地 n.细小部分 n.
(Thin)人名；(越)辰；(柬)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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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367 threads 1 [θred] n. 线；思路；螺纹；线索；细丝；帖子 vt. 穿过；穿线于；遍布 vi. 滴下成丝状；小心地通过；蜿蜒前进
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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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topic 1 ['tɔpik] n.主题（等于theme）；题目；一般规则；总论

370 touch 1 [tʌtʃ] vt.接触；触动；使轻度受害 vi.触摸；涉及；接近；提到 n.接触；触觉；格调；少许 n.(Touch)人名；(柬)杜；(英)
陶奇

371 troubling 1 adj.令人不安的;令人烦恼的
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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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understanding 1 [,ʌndə'stændiŋ] n.谅解，理解；理解力；协议 adj.了解的；聪明的；有理解力的 v.理解；明白（understand的ing
形式）

374 up 1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
375 us 1 pron.我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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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usefulness 1 ['ju:sfulnis] n.有用；有效性；有益

378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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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walking 1 ['wɔ:kiŋ] n.步行；散步 v.步行（walk的ing形式） adj.步行的

381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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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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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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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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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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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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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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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0 window 1 ['windəu] n.窗；窗口；窗户

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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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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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3 writers 1 ['raɪtəz] 作家

394 writing 1 ['raitiŋ] n.书写；作品；著作；[法]笔迹 v.书写（write的ing形式）

395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96 Yale 1 [jeil] n.耶鲁（男子名）；（美）耶鲁大学；耶鲁弹簧锁（等于Yalelock）

397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98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399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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