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2-23 [Health and Lifestyle] New Type of Coronavirus
Identified In Britain, South Africa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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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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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ids 1 ['æsɪdz] n. 酸类；酸性物质；迷幻药 名词的acid的复数.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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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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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ded 4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7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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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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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dviser 2 [əd'vaizə] n.顾问；劝告者；指导教师（等于advisor）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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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 Africa 2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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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gainst 4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5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16 agreed 2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17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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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mino 1 [ə'mi:nəu] adj.氨基的 n.[化学]氨基 n.(Amino)人名；(日)网野(姓)；(英、意、印尼)阿米诺

20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1 and 1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2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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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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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nswer 2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26 antibody 2 ['ænti,bɔdi] n.[免疫]抗体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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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ppearance 1 [ə'piərəns] n.外貌，外观；出现，露面

29 approved 2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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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rrangement 1 [ə'reindʒmənt] n.布置；整理；准备

32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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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34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35 associated 3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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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 attach 1 [ə'tætʃ] vt.使依附；贴上；系上；使依恋 vi.附加；附属；伴随

38 attacks 1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39 Banning 1 ['bæniŋ] n.班宁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）；班宁（男子名）；浪子娇娃（电影名）

40 be 1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1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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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43 Bedford 4 ['bedfəd] n.贝德福德（英格兰一郡及该郡之首府）；贝德福德（美国俄亥俄州城市）；贝德福德（男子名）

44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45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46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47 bigger 1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
48 biologist 1 [bai'ɔlədʒist] n.生物学家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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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boris 1 ['bɔris] n.鲍里斯（男子名）

51 Britain 5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52 British 2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53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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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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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able 1 n.缆绳；电缆；海底电报 vt.打电报 vi.打海底电报

56 Cambridge 1 ['keimbridʒ] n.剑桥（英国城市）；坎布里奇（美国马萨诸塞州城市）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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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59 cancer 1 ['kænsə] n.癌症；恶性肿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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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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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bs 2 [ˌsiː biː 'es] abbr. (美)哥伦比亚广播公司(=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) abbr. 中央统计局(=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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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enter 1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65 CEO 1 abbr.首席执行官；执行总裁（chiefexecutiveofficer）

66 change 4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67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8 changes 3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69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70 characteristics 1 [ˌkærɪktə'rɪstɪk] n. 特性；特征；特点 名词characteristic的复数形式.

71 chemical 1 ['kemikəl] n.化学制品，化学药品 adj.化学的

72 chief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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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74 closely 2 ['kləusli] adv.紧密地；接近地；严密地；亲近地

75 cnn 1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76 code 2 [kəud] n.代码，密码；编码；法典 vt.编码；制成法典 vi.指定遗传密码 n.(Code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科德

77 commissioner 1 [kə'miʃənə] n.理事；委员；行政长官；总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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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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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82 conference 1 n.会议；讨论；协商；联盟；（正式）讨论会；[工会、工党用语]（每年的）大会 vi.举行或参加（系列）会议

83 confidence 1 ['kɔnfidəns] n.信心；信任；秘密 adj.（美）诈骗的；骗得信任的

84 confident 1 ['kɔnfidənt] adj.自信的；确信的

85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86 coronavirus 6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87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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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 covid 3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89 current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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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d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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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deadly 1 ['dedli] adj.致命的；非常的；死一般的 adv.非常；如死一般地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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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94 delivering 1 v.发表（deliver的ing形式）；投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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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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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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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
99 distribution 2 n.分布；分配；供应

100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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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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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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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dru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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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drugs 1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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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108 editors 1 ['edɪtəz] n. 编辑；[计]编辑程序 名词editor的复数形式.

109 effective 2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
110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11 elect 1 [i'lekt] adj.选出的；当选的；卓越的 n.被选的人；特殊阶层；上帝的选民 vt.选举；选择；推选 vi.作出选择；进行选举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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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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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escape 1 vt.逃避，避开，避免；被忘掉；被忽视 vi.逃脱；避开；溜走；（气体，液体等）漏出；（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
而）逃脱；声音（不自觉地）由…发出 n.逃跑；逃亡；逃走；逃跑工具或方法；野生种；泄漏

115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16 European 2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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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evolution 1 [,i:və'lu:ʃən, ,ev-] n.演变；进化论；进展

119 evolve 2 vt.发展；进化；使逐步形成；推断出 vi.发展，进展；进化；逐步形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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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exists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
122 experiments 1 [ɪk'sperɪmənt] n. 试验；实验；尝试 vi. 尝试；做实验

123 expert 2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124 experts 2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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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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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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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flights 1 [flaɪt] n. 飞行；航班；镖尾；逃走，逃离，溃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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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flu 1 [flu:] n.流感 n.(Flu)人名；(法)弗吕

131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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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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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formed 1 [fɔ:md] adj.成形的，成形 v.成形加工（form过去时形式）

135 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136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37 fred 1 [fred] abbr.快速随机询问显示（FastRandomEnquiryDisplay）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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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further 1 ['fə:ðə] adv.进一步地；而且；更远地 adj.更远的；深一层的 vt.促进，助长；增进

140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141 gene 1 [dʒi:n] n.[遗]基因，遗传因子

142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143 genes 1 n. 基因（gene的复数形式）；格涅斯（人名）

144 genetic 2 [dʒi'netik] adj.遗传的；基因的；起源的

145 genetics 2 [dʒi'netiks] n.遗传学

146 Germany 1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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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149 gottlieb 1 戈特利布（人名）

150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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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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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guidance 1 ['gaidəns] n.指导，引导；领导

154 Gupta 4 笈多 n.(Gupta)人名；(德、意、印、孟、尼)古普塔

155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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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6 hands 1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
157 happen 2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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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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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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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he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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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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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
165 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66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67 howev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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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Hutchinson 1 n.哈钦森（英国植物学家）

169 identified 3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0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71 immune 3 [i'mju:n] adj.免疫的；免于……的，免除的 n.免疫者；免除者

172 importance 1 [im'pɔ:təns] n.价值；重要；重大；傲慢

173 in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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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4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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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 infect 2 [in'fekt] vt.感染，传染

176 infections 1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77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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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is 1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80 i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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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82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183 Johnson 1 ['dʒɔnsən] n.约翰逊（姓氏）

184 just 1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185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186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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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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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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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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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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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limiting 1 ['limitiŋ] adj.限制的；限制性的 v.限制；限定（limit的现在分词）

194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195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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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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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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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200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01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202 masks 1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203 matteo 2 n. 马泰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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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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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minister 1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207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
208 moncef 1 蒙塞夫

209 mo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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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211 moves 1 [muːv] n.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.

212 murthy 1 n. 默西

213 mutates 1 英 [mju 'ːteɪt] 美 ['mju tːeɪt] vi. 变异；突变 vt. 使变异；使突变

214 mutation 1 [mju:'teiʃən] n.[遗]突变；变化；元音变化

215 mutations 4 [mju 'ːteɪʃnz] 突变

216 naturally 1 ['nætʃərəli] adv.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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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need 3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218 needed 2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19 network 1 ['netwə:k] n.网络；广播网；网状物

220 new 2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21 newly 1 ['nju:li] adv.最近；重新；以新的方式

222 news 4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23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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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nominee 1 [,nɔmi'ni:] n.被任命者；被提名的人；代名人

225 normal 1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226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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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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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observed 1 [əb'zɜːvd] adj. 被观察的，被观测的 v. 观察，观测（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,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）

230 of 2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31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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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234 O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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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on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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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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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238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39 ov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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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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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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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Patrick 1 ['pætrik] n.帕特里克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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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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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points 2 [英[pɒɪnts] 美[pɔints]] n.点；目的（point的复数）；见解 v.指引；瞄准（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oints)人名；(英)波因
茨

247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248 possess 1 vt.控制；使掌握；持有；迷住；拥有，具备

249 possibility 2 [,pɔsə'biləti] n.可能性；可能发生的事物

250 prediction 1 [pri'dikʃən] n.预报；预言

251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52 pres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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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prime 1 [praim] adj.主要的；最好的；基本的 adv.极好地 n.初期；青年；精华；全盛时期 vt.使准备好；填装 vi.作准备 n.(Prime)
人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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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256 produces 1 英 [prə'djuːs] 美 [prə'duːs] v. 生产；引起；提出；制片；分娩 n. 产品；农产品

257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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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protein 3 ['prəuti:n, -ti:in] n.蛋白质；朊 adj.蛋白质的

260 proteins 2 [p'rəʊtiː nz] 蛋白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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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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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quest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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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Ravi 1 n.拉维（男子名）；拉维河（印度西北部和巴基斯坦东北部河流）

265 reaction 2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
266 reason 2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267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68 recently 3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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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0 reported 2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271 researc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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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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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resistance 1 [ri'zistəns] n.阻力；电阻；抵抗；反抗；抵抗力

274 resistant 1 [ri'zistənt] adj.抵抗的，反抗的；顽固的 n.抵抗者

275 response 3 [ri'spɔns] n.响应；反应；回答

276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277 resulting 1 [rɪ'zʌltɪŋ] adj. 结果的 动词result的现在分词.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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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280 sahin 2 沙欣

281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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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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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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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85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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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scientifically 1 [saiən'tifikli] adv.系统地；合乎科学地；学问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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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Scott 1 [skɔt] n.斯科特（男子名）

290 Seattle 1 [si'ætl] n.西雅图（美国一港市）

291 seeing 2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292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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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295 sharp 1 adj.急剧的；锋利的；强烈的；敏捷的；刺耳的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；突然地 n.尖头 vt.磨快；把音调升高 vi.升音演奏
n.(Sharp)人名；(英)夏普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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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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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showing 2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299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300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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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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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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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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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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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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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307 sou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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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specify 1 ['spesəfai, -si-] vt.指定；详细说明；列举；把…列入说明书

309 spikes 2 ['spaɪks] pl. 钉鞋

310 spiky 3 ['spaiki] adj.大钉一般的；装有大钉的；尖刻的；易怒的；有穗的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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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spre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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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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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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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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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strain 17 n.张力；拉紧；负担；扭伤；血缘 vi.拉紧；尽力 vt.拉紧；滥用；滤去；竭力 n.(Strain)人名；(英)斯特兰 n.（植物、动
物的）品种；种类

318 strains 5 [streɪn] n. 拉紧；紧张；血统；笔调；（动植物或疾病的）品种 v. 拉紧；劳累；过分使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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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studies 2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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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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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Sunday 2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324 sure 2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325 surface 1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
326 surgeon 1 ['sə:dʒən] n.外科医生 n.(Surgeon)人名；(法)叙尔容

327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28 target 1 n.目标，指标；（攻击的）对象；靶子 v.把...作为目标；面向，对准（某群体） n.（Target）美国塔吉特公司

329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330 television 1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
331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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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that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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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the 6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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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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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therefore 1 ['ðεəfɔ:] adv.因此；所以

337 these 5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38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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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this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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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342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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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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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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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45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46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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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treatments 1 ['triː tmənts] n. 治疗；疗法（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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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9 trevor 2 ['trevə] n.特雷弗（男子名）
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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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352 twitter 2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
353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54 type 1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355 uk 2 [ˌju 'ːkeɪ] abbr. 英国(=United Kingdom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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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union 2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358 uniqu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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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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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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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unlikely 1 [,ʌn'laikli] adj.不太可能的；没希望的 adv.未必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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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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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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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vaccinations 1 接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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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vaccines 6 疫苗程序

368 vallance 1 n. 瓦兰斯

369 virus 6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370 viruses 4 ['vaɪərəsɪz] n. 病毒 名词virus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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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73 wash 1 [wɔʃ, wɔ:ʃ] n.洗涤；洗的衣服；化妆水；冲积物 vt.洗涤；洗刷；冲走；拍打 vi.洗澡；被冲蚀 n.(Wash)人名；(英)沃什；
(尼日利)瓦什

374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375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376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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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weaken 1 ['wi:kən] vt.减少；使变弱；使变淡 vi.变弱；畏缩；变软弱

378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379 weekend 1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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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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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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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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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86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387 will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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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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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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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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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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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93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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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4 worried 1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
395 worry 1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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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wrote 3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98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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