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2-29 [Health and Lifestyle] Health and Lifestyle 2020_ A Year
in Review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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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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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5 African 1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6 again 2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7 agree 1 [ə̍ ɡriː ] vt.同意，赞成；承认；约定，商定 vi.vi.同意，意见一致；约定，商定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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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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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1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2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3 and 3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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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nounced 2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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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p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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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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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pproval 1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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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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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3 art 1 n.（包括雕塑、绘画、音乐等的）艺术，美术；美术（作）品；艺品（作）品；（表演）艺术；技术，技巧； adj.艺术
的；艺术品的；具有艺术性的 v.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，过时用法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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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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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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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29 attractions 1 [ət'rækʃnz] 知名旅游吸引物

30 Australia 1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31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32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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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an 1 [bæn] vt.禁止，取缔 n.禁令，禁忌 n.(Ban)人名；(日)蕃(名)；(缅、老、柬)班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万；(法)邦；(中)饼(广东
话·威妥玛)；(德、塞、罗、阿拉伯)巴恩；(英)班恩

35 banned 1 [bæn] v. 禁止；剥夺权利 n. 禁令；禁止

36 barred 1 [bɑ:d] adj.被禁止的；有条纹的 v.（用栅栏）阻挡（bar的过去式）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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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ecame 3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39 been 6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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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41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42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43 begun 1 [bi'gʌn] v.开始（begin的过去分词） n.(Begun)人名；(俄)别贡；(英)贝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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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
46 boris 1 ['bɔris] n.鲍里斯（男子名）

47 bo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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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Brazil 1 [brə'zil] n.巴西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49 bright 1 [brait] adj.明亮的，鲜明的；聪明的；愉快的 adv.明亮地；光明地；欢快地 n.车头灯光 n.(Bright)人名；(英)布赖特

50 Britain 4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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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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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by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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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afes 1 [kæ'feɪz] n. 咖啡店；茶馆；酒馆 名词cafe的复数形式.

55 Cambodia 1 ['kæmbəudiə] n.柬埔寨（位于亚洲）

56 Canada 2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57 cases 10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58 Caty 1 卡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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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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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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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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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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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hina 7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65 Chinese 2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66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67 citizens 2 ['sɪtɪzənz] 公民

68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69 clean 1 [kli:n] adj.清洁的，干净的；清白的 vt.使干净 vi.打扫，清扫 adv.完全地 n.打扫 n.(Clean)人名；(英)克林

70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71 closing 1 ['kləuziŋ] adj.收盘的；结束的；结尾的 n.结尾辞 v.关闭（close的ing形式）

72 clothing 1 ['kləuðiŋ] n.（总称）[服装]服装；帆装 v.覆盖（clothe的ing形式）；给…穿衣

73 cold 1 [kəuld] adj.寒冷的；冷淡的，不热情的；失去知觉的 n.寒冷；感冒 adv.完全地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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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composting 1 英 ['kɒmpɒstɪŋ] 美 ['kɒmˌpoʊstɪŋ] n. 堆制肥料 动词compos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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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confirmed 2 [kən'fə:md] adj.确认的；保兑的；坚定的；惯常的 v.确证；使坚定（confirm的过去分词）；批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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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contain 1 [kən'tein] vt.包含；控制；容纳；牵制（敌军） vi.含有；自制

80 continent 1 ['kɔntinənt] n.大陆，洲，陆地 adj.自制的，克制的

81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82 coronavirus 8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83 correctly 1 [kə'rektli] adv.正确地；得体地

84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85 countries 5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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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country 1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乐
的

87 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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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90 crisis 2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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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danger 1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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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deaths 6 ['deθs] 死亡人口

95 December 6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96 declared 2 [di'klεəd] adj.公然的；公开宣布的

97 details 1 n.细节（detail的复数）；详细资料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三单形式）

98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99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100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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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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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104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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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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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early 4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108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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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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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effort 2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12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13 Eiffel 1 ['aifəl] n.艾菲尔铁塔（法国著名建筑）；埃菲尔（姓氏）

114 emergency 4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115 e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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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English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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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entry 1 ['entri] n.进入；入口；条目；登记；报关手续；对土地的侵占

118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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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Europe 2 ['juərəp] n.欧洲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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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events 2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123 everyday 2 ['evridei] adj.每天的，日常的 n.平时；寻常日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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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experiencing 1 [ɪk'spɪərənsɪŋ] n. 体验；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.

126 fac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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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f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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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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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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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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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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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134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35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36 foreign 1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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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france 2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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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gardening 1 ['gɑ:dəniŋ] n.园艺；园林工人的工作

141 gatherings 2 ['ɡæðərɪŋz] n. 聚集，集会（名词gathering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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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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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Germany 2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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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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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148 goo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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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150 had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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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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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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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hardest 1 ['hɑːdɪst] adv. 极难地 adj. 最难的 形容词hard的最高级.

155 ha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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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hats 1 [hæt] n. 帽子 vt. 给 ... 戴帽子 vi. 提供帽子；制造帽子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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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health 1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59 highest 2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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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holiday 1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
162 Hopkins 1 ['hɔpkinz] n.霍普金（姓氏）

163 how 7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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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hubei 1 湖北(位于中国中南部、长江中游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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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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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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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in 3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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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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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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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increas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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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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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 increases 2 [ɪn'kriː s] v. 增加；提高 n. 增加；增强；提高

176 India 1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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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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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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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interested 1 ['intristid, 'intər-] adj.感兴趣的；有权益的；有成见的 v.使…感兴趣（interest的过去分词）

181 internationa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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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83 isolate 2 ['aisəleit, -lit] vt.使隔离；使孤立；使绝缘 n.[生物]隔离种群 vi.隔离；孤立 adj.隔离的；孤立的

184 i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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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Italy 2 ['itəli] n.意大利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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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January 5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188 japan 1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189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190 Johns 1 [dʒɔnz] n.约翰斯（姓氏）

191 Johnson 1 ['dʒɔnsən] n.约翰逊（姓氏）

192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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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keenan 1 基南（人名）

195 kee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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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97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198 knew 1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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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Korea 2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201 language 2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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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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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206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207 lifestyle 4 ['laifstail] n.生活方式 保健的

208 list 1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209 listeners 1 ['lɪsnəz] n. 听众

210 locked 1 [lɒkɪd] adj. 锁定的 动词lo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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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louvre 1 ['lu:və] n.（法）罗浮宫（等于louver）

213 ma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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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maintain 1 [mein'tein] vt.维持；继续；维修；主张；供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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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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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Margaret 1 ['mɑ:gərit] n.玛格利特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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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marks 1 [ma:rks] n.标记，记号；唛头，分数；台面标志 n.(Marks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瑞典、西、捷)马克斯；(俄)马克思

220 mask 2 [mɑ:sk, mæsk] n.面具；口罩；掩饰 vi.掩饰；戴面具；化装 vt.掩饰；戴面具；使模糊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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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matteo 2 n. 马泰奥

223 meaningful 1 ['mi:niŋful] adj.有意义的；意味深长的

224 measures 2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225 Mers 1 默斯

226 methods 1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227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228 million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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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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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moderna 1 莫德尔纳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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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mos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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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museum 1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234 mutate 2 [mju:'teit, 'mju:-] vi.变化，产生突变 vt.改变，使突变

235 mutated 2 英 [mju 'ːteɪt] 美 ['mju tːeɪt] vi. 变异；突变 vt. 使变异；使突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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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238 nationals 1 ['næʃnəlz] n. 侨民 名词national的复数形式.

239 neared 1 英 [nɪə(r)] 美 [nɪr] adj. 近的；近似的；亲近的；吝啬的 adv. 在附近；不久以后；几乎；[罕]吝啬地 prep. 附近；接近；临
近；大约；(质量、大小等)相仿；濒临 v. 接近；靠近

240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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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news 4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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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ninety 1 ['nainti] n.九十 adj.九十的；九十岁的 num.九十

245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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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248 numb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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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of 3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50 officials 3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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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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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O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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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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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oneself 1 [wʌn'self, -zelf] pron.自己；亲自

256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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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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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ordered 2 ['ɔ:dəd] adj.[数]有序的；整齐的；安排好的 v.命令；点餐（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60 orders 1 英 ['ɔː də(r)] 美 ['ɔː rdər] n. 顺序；条理；订单；命令；秩序；阶层；[生]目；点的东西 v. 命令；定购；调整；整理；点餐；
预定，订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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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organization 2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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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264 our 7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65 ourselves 1 [,auə'selvz, ,ɑ:-] pron.我们自己；我们亲自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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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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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269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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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overtook 1 [,əuvə'tuk] v.（英）赶上；使无法忍受；代替（overtake的过去式）

271 pandemic 3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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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partial 1 ['pɑ:ʃəl] adj.局部的；偏爱的；不公平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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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people 7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76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
277 pfizer 2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
278 pl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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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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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80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281 popular 3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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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ppe 2 abbr. 个人防护用品(=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) abbr. (尤用于牛津大学)哲学﹑ 政治学和经济学(=philosophy；politics and
economics)

284 praised 1 [preɪz] vt. 赞美；称赞 n. 赞美；称赞；崇拜 vi. 赞美

285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86 pres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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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prevent 3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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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290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291 progress 1 ['prəugres, 'prɔ-, prəu'gres] n.进步，发展；前进 vi.前进，进步；进行 n.(Progress)人名；(赞)普罗格雷斯

292 promising 1 ['prɔmisiŋ] adj.有希望的，有前途的 v.许诺，答应（promis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293 protective 1 [prəu'tektiv] adj.防护的；关切保护的；保护贸易的

294 province 1 ['prɔvins] n.省；领域；职权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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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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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quarantine 3 ['kwɔrənti:n] vt.检疫；隔离；使隔离 n.检疫；隔离；检疫期；封锁 vi.实行隔离

298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299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300 reduce 2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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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2 relearned 1 v.再学习( rel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)

303 remain 1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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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rep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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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reported 5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306 reportedly 1 [ri'pɔ:tidli] adv.据报道；据传闻

307 reports 2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308 resource 1 [ri'sɔ:s, -'zɔ:s, 'ri:s-, 'ri:z-] n.资源，财力；办法；智谋

309 restaurants 1 餐馆

310 restricted 1 [ri'striktid] adj.受限制的；保密的 v.限制（restr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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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revie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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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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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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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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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rose 1 n.玫瑰；粉红色；蔷薇（花）；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.玫瑰花的；玫瑰色的；粉红色的；带有玫瑰香味的 vt.使成玫瑰色，
使（面颊）发红；使有玫瑰香味 vi.起义(rise的过去式)；升起；（数量）增加；休会

317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318 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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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SARS 1 英 [sɑːz] 美 [sɑ rːz] abbr. 非典型肺炎(=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)

320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321 second 1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322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323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324 shelter 1 ['ʃeltə] n.庇护；避难所；遮盖物 vt.保护；使掩蔽 vi.躲避，避难 n.(Shelter)人名；(英)谢尔特

325 short 2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326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327 sickened 1 ['sɪkən] v. 患病；生病；恶心；使厌倦

328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329 Singapore 1 [,siŋgə'pɔ:] n.新加坡

330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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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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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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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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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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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337 Spain 1 [spein] n.西班牙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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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speech 1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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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spot 1 [spɔt] n.地点；斑点 vt.认出；弄脏；用灯光照射 vi.沾上污渍；满是斑点 adj.现场的；现货买卖的 adv.准确地；恰好

342 spread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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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spreader 1 ['spredə] n.[建]撒布机；散布者；推广者

344 spreading 2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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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State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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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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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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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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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stop 2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350 stores 1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351 storie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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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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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struck 1 adj.受罢工影响的 v.罢工，打击，撞击（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truck)人名；(英)斯特拉克；(瑞典)斯特鲁克；
(德)施特鲁克

354 subjects 1 ['sʌbdʒɪkts] n. 科目 名词subject的复数形式.

355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356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57 super 1 ['sju:pə] adj.特级的；极好的 n.特级品，特大号；临时雇员 n.(Super)人名；(英)休珀

358 surfaces 1 英 ['sɜ fːɪs] 美 ['sɜ rːfɪs] n. 表面；外表；平面 adj. 表面的；肤浅的 vt. 在 ... 上加表层；使 ... 成平面 vi. 浮到水面；显露；在
表面工作

359 surge 1 n.汹涌；大浪，波涛；汹涌澎湃；巨涌 v.汹涌；起大浪，蜂拥而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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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territories 1 英 ['terətri] 美 ['terətɔː ri] n. 领土；领域；版图；范围

362 tests 1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363 Thailand 1 ['tailænd; -lənd] n.泰国（东南亚国家名）

364 tha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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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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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the 7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67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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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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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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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71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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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374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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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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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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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tightened 1 ['taɪtn] vt. 使紧；勒紧；固定 vi. 变紧

379 timeline 3 ['taimlain] n.时间轴，时间线；大事年表

380 to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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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81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382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383 tower 1 ['tauə] n.塔；高楼；堡垒 vi.高耸；超越 n.(Tower)人名；(英)托尔

384 tracing 1 ['treisiŋ] n.追踪；追查；描摹；摹图；显迹 v.追踪（trace的ing形式）

385 tracking 2 ['trækiŋ] n.追踪，跟踪 v.跟踪（track的ing形式）

386 travel 3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387 traveled 1 ['trævəld] adj.富有旅行经验的；旅客多的；旅客使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过去分词）

388 trump 2 [trʌmp] n.王牌；法宝；喇叭 vt.胜过；打出王牌赢 vi.出王牌；吹喇叭 n.(Trump)人名；(英)特朗普

389 turning 1 ['tə:niŋ] n.转向；旋转；回转；转弯处 v.旋转（turn的ing形式）

390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91 unclear 1 英 [ˌʌn'klɪə(r)] 美 [ˌʌn'klɪr] adj. 不清楚的；含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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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2 united 4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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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unknown 1 ['ʌn'nəun] adj.未知的；陌生的，默默无闻的 n.未知数；未知的事物，默默无闻的人

395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396 us 1 pron.我们
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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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vaccinating 1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399 vaccination 1 [,væksi'neiʃən] n.接种疫苗；种痘

400 vaccine 2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401 vaccines 5 疫苗程序

402 Vietnam 1 n.越南（东南亚国家）

403 viral 1 [ˈvaɪrəl] adj.病毒性的

404 virus 1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405 viruses 1 ['vaɪərəsɪz] n. 病毒 名词virus的复数形式.

406 visited 1 v.拜访，访问（visit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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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wanting 1 ['wɔntiŋ, 'wɔ:n-] adj.欠缺的；不足的；不够格的 prep.无；缺 v.需要（want的现在分词）；欠缺

409 warning 1 ['wɔ:niŋ] n.警告；预兆；预告 adj.警告的；引以为戒的 v.警告（warn的ing形式） n.(Warning)人名；(德)瓦宁

410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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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
4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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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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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weather 1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416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417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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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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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were 5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4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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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423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4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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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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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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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7 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28 world 4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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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worn 2 [wɔ:n] adj.疲倦的；用旧的 v.穿；磨损（wear的过去分词）；佩戴 n.(Worn)人名；(柬)翁；(英、葡)沃恩

431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432 Wuhan 4 ['wu:'hɑ:n] n.武汉（中国湖北省省会）

433 year 6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4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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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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