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0-29 [Health and Lifestyle] Study_ Low-Cost Antidepressant
Reduced COVID-19 Hospitalization Ris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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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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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in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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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1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tha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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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nd 1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7 covid 1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8 drug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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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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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 study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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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health 6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3 treatments 6 ['triː tmənts] n. 治疗；疗法（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）

14 abo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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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gainst 5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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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fluvoxamine 5 [fljʊvɒk'sæmiː n] [化] 氟伏沙明; 三氟戊肟胺

18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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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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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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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23 antidepressant 4 [,æntidi'presənt] n.抗抑郁剂 adj.抗抑郁的（等于antidepressive）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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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cos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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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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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medical 4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28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9 risk 4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30 treatment 4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31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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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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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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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hospitalization 3 [,hɔspitəlai'zeiʃən, -li'zei-] n.住院治疗；医院收容；住院保险（等于hospitalizationinsurance）

35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36 inflammation 3 [,inflə'meiʃən] n.[病理]炎症；[医]发炎；燃烧；发火

37 lo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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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merck 3 n.默克公司（财富500强公司之一，部所在地美国，主要经营制药）

39 placebo 3 [plə'si:bəu] n.安慰剂；为死者所诵的晚祷词

40 recommendation 3 [,rekəmen'deiʃən] n.推荐；建议；推荐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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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research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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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42 researchers 3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43 results 3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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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se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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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47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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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50 antiviral 2 [ˌænti'vaɪrəl] adj. 抗病原体的

51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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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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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vailable 2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55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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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58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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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ompulsive 2 [kəm'pʌlsiv] adj.强制的；强迫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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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osts 2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62 course 2 n.科目；课程；过程；进程；道路；路线，航向；一道菜 vt.追赶；跑过 vi.指引航线；快跑

63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64 disorder 2 [dis'ɔ:də] n.混乱；骚乱 vt.使失调；扰乱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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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dr 2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67 drugs 2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
68 existing 2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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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giv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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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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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immune 2 [i'mju:n] adj.免疫的；免于……的，免除的 n.免疫者；免除者

73 individuals 2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74 infection 2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
75 involv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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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6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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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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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lot 2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分
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79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80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81 mental 2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82 Mills 2 [milz] n.米尔斯（人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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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84 obsessive 2 [əb'sesiv, ɔb-] adj.强迫性的；着迷的；分神的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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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particular 2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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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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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poor 2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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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problems 2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92 project 2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93 reduced 2 [ri'dju:st] adj.减少的；[数]简化的；缩减的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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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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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sickness 2 ['siknis] n.疾病；呕吐；弊病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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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99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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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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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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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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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105 whether 2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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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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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8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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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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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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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114 advice 1 [əd'vais] n.建议；忠告；劝告；通知

115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16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17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18 antibody 1 ['ænti,bɔdi] n.[免疫]抗体

119 ap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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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0 approve 1 [ə'pru:v] vt.批准；赞成；为…提供证据 vi.批准；赞成；满意

121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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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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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Boston 1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
126 Brazilians 1 [brə'zɪliənz] 漂白或染色细平布

127 brigham 1 n.布里格姆（男子名）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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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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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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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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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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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combination 1 [,kɔmbi'neiʃən] n.结合；组合；联合；[化学]化合

135 combined 1 [kəm'baind] adj.结合的；[数]组合的 v.使结合；联合（combin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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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138 comparison 1 [kəm'pærisən] n.比较；对照；比喻；比较关系

139 complement 1 ['kɔmplimənt] n.补语；余角；补足物 vt.补足，补助

140 complementary 1 [,kɔmpli'mentəri] adj.补足的，补充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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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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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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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45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146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147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148 depression 1 n.沮丧；忧愁；抑郁症；洼地；不景气；低气压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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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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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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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Edward 1 ['edwəd] n.爱德华（男子名）

154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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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effectiveness 1 [ə'fektivnis] n.效力

157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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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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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enhance 1 [in'hɑ:ns, -hæns] vt.提高；加强；增加

161 experimental 1 [ek,speri'mentəl, ek's-] adj.实验的；根据实验的；试验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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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extended 1 [ik'stendid] adj.延伸的；扩大的；长期的；广大的 v.延长；扩充（extend的过去分词）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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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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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feelings 1 ['fiː lɪŋs] n.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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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fights 1 [faɪt] n. 战斗；打架；斗志 vt. 打架；对抗 vi. 奋斗；斗争；争吵

169 fixed 1 adj.确定的；固执的；<美口>处境...的；准备好的 v.修理（过去式）

170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71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72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73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174 frequent 1 ['fri:kwənt, fri'kwent] adj.频繁的；时常发生的；惯常的 vt.常到，常去；时常出入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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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176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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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goo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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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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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guidelines 1 ['ɡaɪdlaɪnz] n. 指导方针；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.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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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184 Harvard 1 ['hɑ:vəd] n.哈佛大学；哈佛大学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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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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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187 hepatitis 1 [,hepə'taitis] n.肝炎

188 high 1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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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home 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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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93 hospital 1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194 hydroxychloroquine 1 [haɪ'drɒksɪ'klɔː rəkwiː n] [药]羟化氯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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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infected 1 [in'fektid] adj.被感染的 v.传染（infect的过去分词）

197 Institutes 1 英 ['ɪnstɪtju tː] 美 ['ɪnstɪtu tː] n. 学院；学会；协会 vt. 开始；制定；创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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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iv 1 [,ai 'vi:] abbr.输入阀；交互式视讯；自变量（IndependentVariable） n.(Iv)人名；(柬)尤；(俄)伊夫

200 ivermectin 1 n.伊佛霉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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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lacking 1 ['lækiŋ] adj.缺乏的；没有的；不足的 v.缺少；不足（lack的ing形式）

203 lancet 1 ['lɑ:nsit, 'lænsit] n.[外科]小刀，柳叶刀；尖顶窗；小枪

204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205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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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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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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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11 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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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Massachusetts 1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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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mcmaster 1 n.麦克马斯特；麦克马斯特大学 n.(McMaster)人名；(英)麦克马斯特

216 metformin 1 [met'fɔ:min] n.二甲双胍（抗糖尿病药、降血糖药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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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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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9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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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22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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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
225 numb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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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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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ongoing 1 ['ɔn,gəuiŋ, 'ɔ:n-] adj.不间断的，进行的；前进的 n.前进；行为，举止

229 Ontario 1 n.安大略省（加拿大省份） n.安大略湖（北美五大湖之一） n.安大略市（美国加州南部城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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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32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33 overreacts 1 英 [ˌəʊvəri'ækt] 美 [ˌoʊvəri'ækt] v. 反应过度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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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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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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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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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Paul 1 [pɔ:l] n.保罗（男子名）

239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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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physical 1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242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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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presse 1 Die Presse (German-Neue Freie Presse)-Vienna's Press (德语)维也纳通信社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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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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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providing 1 [prəu'vaidiŋ] conj.假如，以…为条件 v.供给（provide的ing形式）；预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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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publishes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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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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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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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4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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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257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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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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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repeat 1 [ri'pi:t] vt.重复；复制；背诵 n.重复；副本 vi.重做；重复发生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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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rest 1 [rest] vt.使休息，使轻松；把…寄托于 n.休息，静止；休息时间；剩余部分；支架 vi.休息；静止；依赖；安置 n.(Rest)人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
263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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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264 saved 1 ['seɪvd] adj. 保存了的；获救的 v. 救；节省；保存（动词s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265 sax 1 [sæks] n.萨克斯管（等于saxophone）；石板斧 n.(Sax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瑞典)萨克斯

266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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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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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270 shared 1 英 [ʃeəd] 美 [ʃerd] adj. 共享的；共用的 v. 分享，共享；分配；共有（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1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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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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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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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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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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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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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281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282 test 1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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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testing 1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
285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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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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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88 thoughts 1 ['θɔː ts] n. 思维 名词thought的复数形式.

289 tissue 1 n.组织；纸巾；薄纱；一套 vt.饰以薄纱；用化妆纸揩去

290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291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92 treat 1 [tri:t] vt.治疗；对待；探讨；视为 vi.探讨；请客；协商 n.请客；款待 n.(Treat)人名；(英)特里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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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unwanted 1 [,ʌn'wɔntid] adj.不需要的；有害的；讨厌的；空闲的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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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us 1 pron.我们

297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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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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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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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302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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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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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widely 1 ['waidli] adv.广泛地

306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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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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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8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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