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9-06 [Health and Lifestyle] Brazilian Snake Venom Could
Help Fight COVID-19, Study Say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2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 able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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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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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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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cids 2 ['æsɪdz] n. 酸类；酸性物质；迷幻药 名词的acid的复数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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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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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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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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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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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mi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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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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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5 and 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6 animal 2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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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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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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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rgentina 1 [,ɑ:dʒən'ti:nə] n.阿根廷（位于拉丁美洲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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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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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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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 Atlantic 1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
25 author 1 ['ɔ:θə] n.作者；作家；创始人 vt.创作出版

26 bacteria 1 [bæk'tiəriə] n.[微]细菌

27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8 beans 1 ['biː nz] n. 豆；豆形果实 名词bean的复数形式.

29 biting 1 ['baitiŋ] adj.刺痛的；辛辣的 v.咬；抓住；刺进；欺骗（bite的ing形式）

30 Bolivia 1 [bə'liviə] n.玻利维亚（南美洲西部国家）

31 Brazil 3 [brə'zil] n.巴西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32 Brazilian 2 [brə'ziljən] adj.巴西的；巴西人的 n.巴西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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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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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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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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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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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ells 4 ['selz] n. 单元；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.

40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
41 connect 1 [kə'nekt] vt.连接；联合；关连 vi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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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coronavirus 2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43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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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ure 1 [kjuə] vt.治疗；治愈；使硫化；加工处理 vi.治病；痊愈；受治疗；被硫化；被加工处理 n.治疗；治愈；[临床]疗法 n.
(Cure)人名；(罗)库雷；(法)屈尔；(英)丘尔；(塞)楚雷

46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47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48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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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diet 1 ['daiət] n.饮食；食物；规定饮食 vi.节食 vt.[医]照规定饮食 n.(Diet)人名；(法)迪耶

51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52 discovery 1 [dis'kʌvəri] n.发现，发觉；被发现的事物

53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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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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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eggs 1 [egz] n. 蛋；鸡蛋 名词egg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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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ntering 1 ['entəriŋ] v.进入（enter的ing形式）；录入；键入

59 enzyme 1 ['enzaim] n.[生化]酶

60 fight 4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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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foods 1 [fuːdz] n. 食品 名词food的复数形式.

63 for 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64 forest 1 ['fɔrist] vt.植树于，使成为森林 n.森林 n.(Forest)人名；(法)福雷；(英、西)福雷斯特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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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found 4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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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giuseppe 1 朱塞佩

69 go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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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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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Guido 2 ['gaidəu] abbr.导航控制中心负责人；（美）太空飞行工程师 n.(Guido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、葡、马耳他)吉多；(意)圭
多

72 harming 1 英 [hɑːm] 美 [hɑ rːm] n. 危害；伤害；损害 vt. 伤害；损害

73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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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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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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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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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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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human 2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80 hunt 1 [hʌnt] vt.打猎；搜索 vi.打猎；搜寻 n.狩猎；搜寻 n.(Hunt)人名；(德、瑞典)洪特；(英)亨特；(法)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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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important 3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83 i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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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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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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4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85 inhibit 2 [in'hibit] vt.抑制；禁止

86 injure 1 ['indʒə] vt.伤害，损害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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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9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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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91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92 jararacussu 4 巴西窝面蝰蛇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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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kill 1 [kil] vt.杀死；扼杀；使终止；抵消 vi.杀死 n.杀戮；屠杀 adj.致命的；致死的 n.(Kill)人名；(德)基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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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laboratory 1 [lə'bɔrətəri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
97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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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Leonardo 1 n.李奥纳多（姓氏）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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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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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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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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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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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meat 1 [mi:t] n.肉，肉类（食用）

106 medication 1 [,medi'keiʃən] n.药物；药物治疗；药物处理

107 meters 1 英 ['miː tə(r)] 美 ['miː 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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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milk 1 [milk] n.牛奶；乳状物 vt.榨取；挤…的奶 vi.挤奶 n.(Milk)人名；(英)米尔克

110 molecule 7 ['mɔlikjul] n.[化学]分子；微小颗粒，微粒

111 molecules 1 ['mɒlɪkju lːz] n. [化]分子学 名词molecule的复数形式.

112 monkey 1 ['mʌŋki] n.猴子；顽童 vi.胡闹；捣蛋 vt.嘲弄

113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14 naturally 1 ['nætʃərəli] adv.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

115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16 n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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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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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119 occur 1 [ə'kə:] vi.发生；出现；存在

120 of 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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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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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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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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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Paraguay 1 ['pærəgwai] n.巴拉圭（南美洲一国名）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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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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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Paulo 2 n.保罗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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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peptide 3 n.肽

130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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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132 poiso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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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134 prevented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
135 produc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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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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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proteins 1 [p'rəʊtiː nz] 蛋白质

139 publication 1 [,pʌbli'keiʃən] n.出版；出版物；发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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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Rafael 1 n.拉斐尔（男子名，来源于圣经故事）

142 re 2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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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reproduces 1 英 [ˌriː prə'djuːs] 美 [ˌriː prə'duːs] v. 再生；复制；生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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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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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sao 2 abbr.区段刻录（Sessionatonce）；安全咨询意见 n.(Sao)人名；(老、缅、喀、柬)绍

149 sav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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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51 scientific 1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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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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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shand 1 n. 尚德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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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6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157 snake 4 [sneik] n.蛇；阴险的人 vi.迂回前进 vt.拉（木材等）；迂回前进

158 snakes 2 [脊椎]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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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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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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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sprea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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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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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166 stinging 1 ['stɪŋɪŋ] adj. 刺人的；刺一般的；激烈的 动词sting的现在分词.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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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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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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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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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172 test 2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173 t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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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the 3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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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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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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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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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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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82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(英)特沃德

183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
184 trust 1 ['trʌst] n.信任，信赖；责任；托拉斯 vt.信任，信赖；盼望；赊卖给 vi.信任，信赖；依靠 n.(Trust)人名；(英)特拉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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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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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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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189 venom 5 ['venɔm] n.毒液；恶意 vt.使有毒；放毒

190 ve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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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virus 5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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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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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wary 2 ['wεəri] adj.谨慎的；机警的；惟恐的；考虑周到的

195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96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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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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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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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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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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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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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3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04 zoologist 1 [zəu'ɔlədʒist, zu:-] n.动物学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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