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0-05 [As It Is] Two Americans Win Nobel Medicine Prize for
Body Sensory Finding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2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in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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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to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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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and 1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6 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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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 h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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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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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 said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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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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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prize 7 [praiz] n.奖品；奖赏；战利品 vt.珍视；捕获；估价 adj.获奖的

14 julius 6 ['dʒu:ljəs] n.朱利叶斯（男子名）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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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w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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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dj 5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18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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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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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 medicine 5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21 new 5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2 Nobel 5 [nəu'bel] n.诺贝尔（瑞典化学家及发明家，发明炸药，创设诺贝奖）；诺贝尔（姓氏）

23 our 5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4 physiology 5 [,fizi'ɔlədʒi] n.生理学；生理机能

25 scientists 5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6 two 5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7 winners 5 温纳斯

28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9 bod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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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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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2 wor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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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 added 3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34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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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committee 3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37 field 3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38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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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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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Marin 3 ['mærin] n.马林（姓氏）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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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pain 3 [pein] n.疼痛；努力 vt.使…痛苦；使…烦恼 vi.感到疼痛；引起疼痛 n.(Pain)人名；(意)帕因；(俄)派因；(法)潘；(英)佩因

43 pressure 3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44 professor 3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45 react 3 vi.反应，作出反应；产生（化学）反应；

46 senses 3 [[sens] n. 感觉；意义；判断力 名词sense的复数形式.

47 skin 3 [skin] n.皮肤；外皮 vt.剥皮 vi.愈合；长皮

48 w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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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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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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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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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4 awarded 2 英 [ə'wɔː d] 美 [ə'wɔː 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55 bodies 2 英 ['bɒdi] 美 ['bɑːdi] n. 身体；主体；正文；主要部分；尸体；躯体；团体 v. 赋…以形体

56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57 California 2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58 changes 2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59 chili 2 ['tʃili] n.红辣椒，辣椒

60 choice 2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61 chronic 2 ['krɔnik] adj.慢性的；长期的；习惯性的 n.(Chronic)人名；(英)克罗尼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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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rucial 2 ['kru:ʃəl] adj.重要的；决定性的；定局的；决断的

64 department 2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65 develop 2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66 development 2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67 discoveries 2 [dɪ'skʌvəri] n. 发现；发现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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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drugs 2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
70 findings 2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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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73 fundamental 2 [,fʌndə'mentəl] adj.基本的，根本的 n.基本原理；基本原则

74 hear 2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75 identified 2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76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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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knowing 2 ['nəuiŋ] adj.博学的；狡猾的；心照不宣的 n.认知 v.知道；认识；确信（know的ing形式）

79 lead 2 [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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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likely 2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81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82 mechanical 2 [mi'kænikəl] adj.机械的；力学的；呆板的；无意识的；手工操作的

83 menthol 2 ['menθɔl] n.薄荷醇；薄荷脑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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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85 peppers 2 英 ['pepə(r)] 美 ['pepər] n. 胡椒粉；辣椒 vt. 加胡椒粉于；不断打击

86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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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range 2 n.范围；幅度；排；山脉 vi.（在...内）变动；平行，列为一行；延伸；漫游；射程达到 vt.漫游；放牧；使并列；归类
于；来回走动

88 receptors 2 受体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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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90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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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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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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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stud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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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substance 2 ['sʌbstəns] n.物质；实质；资产；主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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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Sweden 2 ['swi:dən] n.瑞典（欧洲国家）

97 technique 2 [tek'ni:k] n.技巧，技术；手法

98 temperature 2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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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01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102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103 treatments 2 ['triː tmənts] n. 治疗；疗法（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）

104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105 vaccines 2 疫苗程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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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08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109 active 1 ['æktiv] adj.积极的；活跃的；主动的；有效的；现役的 n.主动语态；积极分子

110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111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112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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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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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Ali 1 ['ɑ:li:] n.阿里

116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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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am 1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-
ed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119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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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angeles 1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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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announcing 1 [ə'naʊnsɪŋ] n. 宣布 动词announ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24 Armenian 1 [ɑ:'mi:njən] n.亚美尼亚语；亚美尼亚人 adj.亚美尼亚的；亚美尼亚人的

125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126 base 1 [beis] n.基础；底部；垒 adj.卑鄙的；低劣的 vt.以…作基础 n.(Base)人名；(日)马濑(姓)

127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28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129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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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biology 1 [bai'ɔlədʒi] n.（一个地区全部的）生物；生物学

131 born 1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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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capsaicin 1 英 [kæp'seɪəsɪn] 美 [kæp'seɪsɪn] n. [化]辣椒素

134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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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centre 1 ['sentə] vi.以…为中心 vt.集中；将…放在中央 n.中心 adj.中央的

137 chair 1 [tʃεə] n.椅子；讲座；（会议的）主席位；大学教授的职位 vt.担任（会议的）主席；使…入座；使就任要职 n.(Chair)人
名；(法)谢尔

138 chemistry 1 ['kemistri] n.化学；化学过程

139 collection 1 [kə'lekʃən] n.采集，聚集；[税收]征收；收藏品；募捐

140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141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142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143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144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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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147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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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demonstrates 1 ['demənstreɪt] vt. 证明；演示；示范 vi. 示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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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develops 1 [dɪ'veləp] v. 发展；发育；开发；冲洗(照片)

152 differences 1 ['dɪfərəns] n.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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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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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discovered 1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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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disorders 1 英 [dɪs'ɔː də(r)] 美 [dɪs'ɔː rdər] n. 混乱；杂乱；不适；失调；疾病 vt. 扰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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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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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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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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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ears 1 abbr. 电声额定系统(=Electro-Acoustic Rating System)； n. 耳朵（名词ear的复数形式）；【报刊】报头小栏，报耳

163 eat 1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
164 economics 1 [,i:kə'nɔmiks] n.经济学；国家的经济状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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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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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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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equal 1 ['i:kwəl] adj.平等的；相等的；胜任的 vt.等于；比得上 n.对手；匹敌；同辈；相等的事物

170 everyday 1 ['evridei] adj.每天的，日常的 n.平时；寻常日子

171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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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explores 1 英 [ɪk'splɔː (r)] 美 [ɪk'splɔː r] v. 探测；探险；考察；探究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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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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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176 eyes 1 n.眼睛（eye的复数） n.(Eyes)人名；(英)艾斯

177 facebook 1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178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179 Fields 1 n.域，字段；场设置（field复数形式） v.使上场（field的单三形式） n.(Fields)人名；(德、英、葡)菲尔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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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182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183 forming 1 ['fɔː mɪŋ] n. 形成(成形法；模锻) v. 形成

184 Francisco 1 [fræn'siskəu] n.弗朗西斯科（男子名，等于Francis）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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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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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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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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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0 hea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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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heat 1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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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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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195 identifies 1 [aɪ'dentɪfaɪ] vt. 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，认出；认明；把…看成一样 vi. 认同；感同身受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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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illness 1 ['ilnis] n.病；疾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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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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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01 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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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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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karolinska 1 卡罗林斯卡（瑞典医学院名）

204 king 1 [英[kɪŋ] 美[kɪŋ]] n.国王；最有势力者；王棋 vi.统治；做国王 vt.立…为王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，最大的 n.(King)人名；
(德、英、葡、捷、西)金；(中)金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京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京

205 la 1 [lɑ:] n.全音阶中的第6个音；A音的唱名 n.(La)人名；(中)辣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越)罗；(朝)罗；(缅、老)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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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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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Lebanon 1 ['lebənən] n.黎巴嫩（西南亚国家，位于地中海东岸）

210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211 like 1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212 literature 1 ['litərətʃə] n.文学；文献；文艺；著作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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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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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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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7 Los 1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英)洛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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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machines 1 [mə'ʃiː n] n. 机器；做事效率高的人；工具；车辆 v. 以机器制造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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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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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medicines 1 ['medsnz] 药品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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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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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mint 1 n.薄荷；[金融]造币厂，巨款 vt.铸造，铸币 adj.完美的 n.(Mint)人名；(毛里塔)明特

225 moderna 1 莫德尔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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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228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229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30 MRC 1 abbr.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(英国)医学研究理事会

231 mrna 1 =Messenger RNA[生化]信使核糖核酸

232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233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234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235 nerve 1 [nə:v] n.神经；勇气；[植]叶脉 vt.鼓起勇气

236 neurodevelopmental 1 [nərəʊdiː 'veləpmentl] 神经发育的

237 note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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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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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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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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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opened 1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
242 operated 1 ['ɒpəreɪtɪd] v. 操作；运动；运算；作战；见效；完成；开刀 动词op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43 organs 1 n.[生物]器官；机构；风琴（organ的复数）

244 Oscar 1 ['ɔskə] n.（美）奥斯卡金像奖；钱；奥斯卡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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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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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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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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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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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peace 1 [pi:s] n.和平；平静；和睦；秩序 n.(Peace)人名；(英)皮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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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pfizer 1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
255 physics 1 ['fiziks] n.物理学；物理现象

256 predicted 1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
257 Prizes 1 [praɪz] n. 奖品；奖金；奖赏 vt. 珍视；估价 adj. 奖品的；得奖的；一流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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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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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profound 1 [prə̍ faʊnd] adj.深厚的；意义深远的；渊博的

261 proven 1 ['pru:vən] v.证明（prove的过去分词）

262 questi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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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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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3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64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65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266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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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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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requires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270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71 revolutionized 1 [revə'lu ʃːənaɪzd] 革命化的,被彻底改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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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San 1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
274 scripps 1 [skrips] 斯克利普斯

275 secretary 1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
276 secrets 1 n. 秘密 名词secret的复数形式.

277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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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sensed 1 ['sensd] adj. 感觉到的；了解的 动词sen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80 sensitive 1 adj.敏感的；感觉的；[仪]灵敏的；感光的；易受伤害的；易受影响的 n.敏感的人；有灵异能力的人

281 sensors 1 ['sensəz] 传感器

282 sensory 1 ['sensəri] adj.感觉的；知觉的；传递感觉的

283 separately 1 ['sepəritli] adv.分别地；分离地；个别地

284 share 1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
285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86 skill 1 [skil] n.技能，技巧；本领，技术 n.(Skill)人名；(瑞典)希尔

287 smells 1 [smel] n. 气味；嗅觉；嗅 v. 嗅；闻；散发气味；有臭味；察觉

288 solid 1 ['sɔlid] adj.固体的；可靠的；立体的；结实的；一致的 n.固体；立方体 n.(Solid)人名；(瑞典)索利德

289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290 sooner 1 ['su:nə] n.（美）抢先占有土地者（在政府开放西部前）

291 specialized 1 ['speʃəlaizd] adj.专业的；专门的 v.专攻（specialize的过去分词）；使…专门化；详细说明

292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293 Stockholm 1 ['stɔkhəum; 'stɔ:k,hɔ:lm] n.斯德哥尔摩（瑞典首都）

294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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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297 survival 1 [sə'vaivəl] n.幸存，残存；幸存者，残存物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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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targeted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 rː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
300 tastes 1 [teɪst] n. 味觉；味道；尝试；品味；爱好 v. 品尝；有 ... 味道的；体验

301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02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303 Thomas 1 ['tɔməs] n.托马斯（男子名）；多马（耶稣十二门徒之一）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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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306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07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08 touch 1 [tʌtʃ] vt.接触；触动；使轻度受害 vi.触摸；涉及；接近；提到 n.接触；触觉；格调；少许 n.(Touch)人名；(柬)杜；(英)
陶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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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9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310 understood 1 [,ʌndə'stud] adj.被充分理解的；心照不宣的 v.明白；懂得（understand的过去分词）；熟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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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unlock 1 vt.开启；开…的锁；表露 vi.解开；解除锁定；被开启

313 unlocks 1 英 [ˌʌn'lɒk] 美 [ˌʌn'lɑːk] v. 开锁；开启；揭开；显露

314 us 1 pron.我们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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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17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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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want 1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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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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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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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324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325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326 win 1 vt.赢得；在…中获胜 vi.赢；获胜；成功 n.赢；胜利 n.(Win)人名；(德、荷、缅)温；(英)温(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)

327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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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9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330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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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333 youth 1 n.青年；青春；年轻；青少年时期 n.(Youth)《芳华》（电影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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