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4-08 [Health and Lifestyle] EU Agency_ 'Possible Link'
Between Blood Clots, AstraZeneca Vaccin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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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3 advised 1 [əd'vaizd] adj.考虑过的；细想过的 v.建议（advise的过去分词）；劝告

4 afford 1 [ə'fɔ:d] vt.给予，提供；买得起 n.(Afford)人名；(英)阿福德

5 after 4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6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7 a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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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gency 6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9 allergy 1 ['ælədʒi] n.过敏症；反感；厌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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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2 and 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3 announcement 2 [ə'naunsmənt] n.公告；宣告；发表；通告

14 approved 1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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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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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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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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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 association 1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21 astrazeneca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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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 awaiting 1 [ə'weɪt] v. 等候；期待；将降临于

23 b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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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comes 1 [bɪ'kʌm] v. 变成；成为；变得；适合（某人）；使（人）显得漂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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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egin 1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27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28 blockages 2 n.堵塞物( blockage的名词复数 ); 堵塞，阻塞

29 blood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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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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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ritain 3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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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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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ll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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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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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candidate 1 n.候选人，候补者；应试者

37 cases 2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38 Caty 2 卡蒂

39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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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lots 4 英 [klɒt] 美 [klɑ tː] n. 凝块；一群；<非正式>笨蛋 v. 凝结；阻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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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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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ommittee 1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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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46 consequences 1 影响效果

47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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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ooke 1 n.库克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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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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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53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54 countries 5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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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ovid 2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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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death 2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59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60 delay 1 [di'lei] vi.延期；耽搁 vt.延期；耽搁 n.延期；耽搁；被耽搁或推迟的时间 n.(Delay)人名；(英)迪莱；(法)德莱

61 developed 2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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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diseases 1 [dɪ'ziː zɪz] 病害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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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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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dr 1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67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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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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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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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effects 2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72 efficacy 1 ['efikəsi, ,efi'kæsəti] n.功效，效力

73 ema 9 abbr. 导弹电子搜索系统（=Electronic Missile Acquisition） abbr. 电子制造商协会（=Electronic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）

74 emer 1 n. 紧急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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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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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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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eu 2 abbr.欧盟（EuropeanUnion）；能量单位（EnergyUnit）；熵的单位（EntropyUnit）；等效单位（EquivalentUnit） n.(Eu)人
名；(中)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尤

79 European 3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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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exact 1 adj.准确的，精密的；精确的 vt.要求；强求；急需 vi.勒索钱财

82 extreme 1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
83 factor 1 ['fæktə] n.因素；要素；[物]因数；代理人 vi.做代理商 vt.把…作为因素计入；代理经营；把…分解成 n.(Factor)人名；(英)
法克特

84 factors 1 英 ['fæktə(r)] 美 ['fæktər] n. 因素；因数；因子 vt. 把 ... 因素包括进去 vi. 作为因素

85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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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for 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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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89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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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Grea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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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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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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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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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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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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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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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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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health 5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01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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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3 identify 1 vt.确定；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；使参与；把…看成一样vi.确定；认同；一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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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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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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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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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incomplete 1 [,inkəm'pli:t] adj.不完全的；[计]不完备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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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inflammation 2 [,inflə'meiʃən] n.[病理]炎症；[医]发炎；燃烧；发火

111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12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113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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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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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Korea 1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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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last 1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持，够用；持久 vt.度过，拖过；使维持 adv.最后地；上次，最近；最后一点 n.(La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罗、瑞典)拉斯特

119 later 2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20 lates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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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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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24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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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link 2 [liŋk] n.[计]链环，环节；联系，关系 vt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，结合 vi.连接起来；联系在一起；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.
(Li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塞、捷、匈、瑞典)林克

127 linked 1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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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listed 1 ['listid] adj.列出的；表列的；已登录的 v.列出；登记（list的过去分词）

129 long 1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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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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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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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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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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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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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medicines 1 ['medsnz] 药品

138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139 m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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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ministers 1 英 ['mɪnɪstə(r)] 美 ['mɪnɪstər] n. 外交使节；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. 照顾；给予帮助

141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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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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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mu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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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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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146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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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of 2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49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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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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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o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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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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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56 outdated 1 [,aut'deitid] adj.过时的；旧式的 v.使过时（out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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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Oxford 1 ['ɔksfəd] n.牛津大学；牛津（英国城市）

159 painful 1 ['peinfl] adj.痛苦的；疼痛的；令人不快的

160 pandemic 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61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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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pause 1 [pɔ:z] n.暂停；间歇 vi.暂停，停顿，中止；踌躇 n.(Pause)人名；(德)保泽

163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64 peter 1 vt.逐渐消失；耗尽 vi.使…精疲力竭 n.麻醉品；保险箱 n.彼得(男子名)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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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
167 poorer 1 英 [pʊə(r)] 美 [pʊr] adj. 可怜的；贫穷的；低劣的 n. 穷人

168 possible 4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169 precise 1 [pri'sais] adj.精确的；明确的；严格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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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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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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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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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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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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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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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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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red 1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
181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182 repeatedly 1 [rɪ'piː tɪdli] adv. 重复地；再三地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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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
185 report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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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represent 1 [,repri'zent] vt.代表；表现；描绘；回忆；再赠送 vi.代表；提出异议

187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188 resources 1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189 restarted 1 英 [ˌriː 'stɑ tː] 美 [ˌriː 'stɑ rːt] v. 重新启动，重新开始 n. 重新开始；返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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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192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93 revie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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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risk 3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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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said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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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198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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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setback 2 ['setbæk] n.挫折；退步；逆流

201 setbacks 1 ['setbæks] 挫折

202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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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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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4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205 si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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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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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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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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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sout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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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specific 2 [spi'sifik] adj.特殊的，特定的；明确的；详细的；[药]具有特效的 n.特性；细节；特效药

211 spine 1 [spain] n.脊柱，脊椎；刺；书脊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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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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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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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storage 1 ['stɔridʒ] n.存储；仓库；贮藏所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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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suspended 3 [sə'spendid] adj.悬浮的；暂停的，缓期的（宣判）

219 swollen 1 ['swəulən] adj.肿胀的，浮肿的；浮夸的；激动兴奋的

220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21 teachers 1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222 temporarily 2 ['tempərərili, ,tempə'rεə-] adv.临时地，临时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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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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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the 4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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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28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29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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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232 to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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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3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34 trial 1 ['traiəl] n.试验；审讯；努力；磨炼 adj.试验的；审讯的 n.(Trial)人名；(法)特里亚尔

235 trials 1 n.审判( trial的名词复数 ); （对能力、质量、性能等的）试验; 测试; 比赛

236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37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238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239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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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unrelated 1 [ˌʌnrɪ'leɪtɪd] adj. 不相关的；无亲属关系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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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us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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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vaccinate 1 ['væksineit] vi.接种疫苗 vt.给…注射疫苗 n.被接种牛痘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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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vaccine 16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247 vaccines 2 疫苗程序

248 view 1 [vju:] n.观察；视野；意见；风景 vt.观察；考虑；查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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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waiting 1 ['weitiŋ] n.等待；服侍 adj.等待的；服侍的 v.等待；伺候（wait的ing形式）；延缓 n.(Waiting)人名；(英)韦廷

251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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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weaver 2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254 Wednesday 4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255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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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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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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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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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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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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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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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4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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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67 younger 1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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