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7-27 [Health and Lifestyle] Study_ Australian Spider Venom
Could Save Heart Attack Victim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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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id 1 ['æsid] n.酸；<俚>迷幻药 adj.酸的；讽刺的；刻薄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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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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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7 aims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8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9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0 and 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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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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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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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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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 attack 4 [ə'tæk] n.攻击；抨击；疾病发作 vt.攻击；抨击；动手干 vi.攻击；腐蚀 n.(Attack)人名；(瑞典)阿塔克

16 Australia 1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17 Australian 5 [ɔ:'streɪljən] adj.澳大利亚的，澳大利亚人的 n.澳大利亚人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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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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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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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block 1 n.块；街区；大厦；障碍物 vt.阻止；阻塞；限制；封盖 adj.成批的，大块的；交通堵塞的 n.(Blo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芬、罗)布洛克

23 blocks 1 ['blɒks] n. 街区 名词block的复数形式.

24 blood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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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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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ot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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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rain 1 [brein] n.头脑，智力；脑袋 vt.猛击…的头部 n.(Brain)人名；(英)布雷恩

28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29 builds 1 [bɪld] v. 建造；开发；创建；逐渐增强 n. 体格；身材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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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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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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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cardiac 1 n.强心剂；强胃剂 adj.心脏的；心脏病的；贲门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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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cells 3 ['selz] n. 单元；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.

36 chang 1 [tʃɑ:ŋ, tʃæŋ] n.青稞酒（等于chong） n.(Chang)人名；(柬)章；(泰)昌

37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38 circulation 1 [,sə:kju'leiʃən] n.流通，传播；循环；发行量

39 contains 1 [kən'teɪnz] v.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40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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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ould 5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42 cuts 1 [kʌts] n.切口；（分摊到的）份额；近路（cut的复数） v.剪（cu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[机]切割；砍倒

43 deadliest 1 ['dedli] adj. 致命的；如死一样的 adv. 非常地；如死一般地

44 death 4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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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die 2 [dai] vi.死亡；凋零；熄灭 vt.死，死于… n.冲模，钢模；骰子 n.(Die)人名；(西)迭；(阿拉伯)迪埃

47 discovery 2 [dis'kʌvəri] n.发现，发觉；被发现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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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diseases 1 [dɪ'ziː zɪz] 病害

50 doctor 1 vt.修理；篡改，伪造；为…治病；授以博士学位 n.医生；博士 vi.就医；行医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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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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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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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eastern 1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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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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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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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59 Evans 2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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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62 flow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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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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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found 3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65 Fraser 2 ['freizə] n.弗雷则河（加拿大西南部河流）；弗雷泽（男子名）

66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67 funnel 3 ['fʌnl] n.漏斗；烟囱 vt.通过漏斗或烟囱等；使成漏斗形 vi.通过漏斗等；成漏斗形

68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69 greatly 1 ['greitli] adv.很，大大地；非常

70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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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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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73 healthy 1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
74 heart 14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
75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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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77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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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improved 1 [ɪm'pruːvd] adj. 改良的；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80 i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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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1 insects 1 ['ɪnsekts] n. 昆虫；虫子；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.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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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interferes 1 英 [ˌɪntə'fɪə(r)] 美 [ˌɪntər'fɪr] vi. 干涉；妨碍

84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5 island 2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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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Jonathan 2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87 journal 1 ['dʒə:nəl] n.日报，杂志；日记；分类账

88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克；
(匈)洛克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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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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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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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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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95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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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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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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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mercer 1 ['mə:sə] n.绸缎商人；布商；呢绒布商 n.(Mercer)人名；(英)默瑟；(法)梅塞

100 message 2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
101 milli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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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molecule 2 ['mɔlikjul] n.[化学]分子；微小颗粒，微粒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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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muscles 1 ['mʌslz] n. 肌肉 名词muscle的复数形式.

105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06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07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108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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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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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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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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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organ 1 n.器官；机构；风琴；管风琴；嗓音；阴茎 n.（Organ）人名；（英）奥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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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oxygen 1 ['ɔksidʒən] n.[化学]氧气，[化学]氧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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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patients 2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117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18 peptide 4 n.肽

119 pers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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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phil 1 [fil] abbr.哲学（philosophy）

121 poison 2 vt.污染；使中毒，放毒于；败坏；阻碍 vi.放毒，下毒 n.毒药，毒物；酒；有毒害的事物；[助剂]抑制剂；(Poison)人
名；(西)波伊松

122 portion 1 ['pɔ:ʃən, 'pəu-] n.部分；一份；命运 vt.分配；给…嫁妆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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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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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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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127 protein 2 ['prəuti:n, -ti:in] n.蛋白质；朊 adj.蛋白质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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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Queensland 1 ['kwi:nzlænd; -lənd] n.昆士兰（澳大利亚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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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131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32 recovery 1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
133 reduced 1 [ri'dju:st] adj.减少的；[数]简化的；缩减的

134 reduction 1 n.减少；下降；缩小；还原反应

135 replaced 1 [rɪ'pleɪsd] adj. 被替换的 动词re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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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research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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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38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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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141 sai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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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sarah 1 ['sεərə] n.莎拉（女子名）；萨拉（《圣经》中的人物）

143 save 2 vt.节省；保存；储蓄；解救 vi.节省；挽救 prep.除...之外 n.救援 n.(Save)人名；(法)萨夫；(意、保、西、罗、塞、瑞典)
萨薇(女名)，萨韦

144 saving 1 ['seiviŋ] n.节约；挽救；存款 adj.节约的；挽救的；补偿的；保留的 prep.考虑到；除...之外 n.(Saving)人名；(瑞典)萨温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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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scheuer 1 n. 朔伊尔

147 scientists 2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148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
149 sent 2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150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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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1 signal 1 n.信号；暗号；导火线 vt.标志；用信号通知；表示 adj.显著的；作为信号的 vi.发信号 n.(Signal)人名；(瑞典)西格纳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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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sm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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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snakes 1 [脊椎]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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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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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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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spider 6 ['spaidə] n.蜘蛛；设圈套者；三脚架

159 spiders 1 [s'paɪdəz] 蜘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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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stops 1 英 [stɒp] 美 [stɑːp] v. 停止；阻止；停留 n. 停止；逗留；车站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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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stroke 3 n.（游泳或划船的）划；中风；（打、击等的）一下；冲程；（成功的）举动；尝试；轻抚 vt.（用笔等）画；轻抚；
轻挪；敲击；划尾桨；划掉；（打字时）击打键盘 vi.击球；作尾桨手，指挥划桨；（打字时）击打键盘

164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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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stud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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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sudden 1 ['sʌdən] adj.突然的，意外的；快速的 n.突然发生的事

168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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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tested 1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
171 t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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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the 3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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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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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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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76 thi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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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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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to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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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9 transplant 2 [træns'plɑ:nt, trænz-, trɑ:n-, -'plænt] vt.移植；迁移；使移居 n.移植；移植器官；被移植物；移居者 vi.移植；迁移；移居

180 treatment 2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181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82 unable 1 [ʌn'eibl] adj.不会的，不能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；不能胜任的

183 unhealthy 1 [,ʌn'helθi] adj.不健康的；危险的；有害身心健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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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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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187 venom 8 ['venɔm] n.毒液；恶意 vt.使有毒；放毒

188 victims 2 ['vɪktɪmz] n. 受害者 名词victim的复数形式.

189 victor 1 ['viktə] n.胜利者 n.(Victor)人名；(俄、罗、保、匈)维克托

190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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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web 3 [web] n.网；卷筒纸；蹼；织物；圈套 vt.用网缠住；使中圈套 vi.形成网

193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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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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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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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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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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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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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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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1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202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03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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