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1-02 [Health and Lifestyle] Can New Variants of the
Coronavirus Keep Appearing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2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virus 16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3 to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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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i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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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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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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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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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can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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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could 6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1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 new 6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3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4 mo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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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6 spread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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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variants 5 变体

18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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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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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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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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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i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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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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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ppearing 3 [ə'piəriŋ] n.[印刷]版面高度 v.出现，显得（appear的ing形式）

25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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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ecome 3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27 expert 3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28 itself 3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29 kee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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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likely 3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31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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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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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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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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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6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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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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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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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40 changed 2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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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reate 2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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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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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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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experts 2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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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Gregory 2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
49 happen 2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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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52 infectious 2 [in'fekʃəs] adj.传染的；传染性的；易传染的

53 infinite 2 ['infinət] adj.无限的，无穷的；无数的；极大的 n.无限；[数]无穷大；无限的东西（如空间，时间）

54 laur 2 n. 劳尔(在菲律宾；东经 121º15' 北纬 15º36')

55 l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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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makes 2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57 mutate 2 [mju:'teit, 'mju:-] vi.变化，产生突变 vt.改变，使突变

58 mutation 2 [mju:'teiʃən] n.[遗]突变；变化；元音变化

59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60 response 2 [ri'spɔns] n.响应；反应；回答

61 shots 2 英 [ʃɒt] 美 [ʃɑ tː] n. 注射；投篮；发射；拍摄；开枪；子弹 adj. (织物)闪色的；精疲力尽的；完了的 动词shoot的过去式和过
去分词.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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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
64 st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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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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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survive 2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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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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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70 variant 2 ['vεəriənt] adj.不同的；多样的 n.变体；转化

71 Adam 1 ['ædəm] n.亚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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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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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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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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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agree 1 [ə̍ ɡriː ] vt.同意，赞成；承认；约定，商定 vi.vi.同意，意见一致；约定，商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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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andrew 1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80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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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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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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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3 avoiding 1 [ə'vɔɪd] vt. 避免；逃避；[律]使无效；撤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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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86 cancer 1 ['kænsə] n.癌症；恶性肿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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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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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center 1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90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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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characteristic 1 [,kærəktə'ristik] adj.典型的；特有的；表示特性的 n.特征；特性；特色

93 Christina 1 [kri'sti:nə] n.克里斯蒂娜（女子名）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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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96 copies 1 ['kɒpɪz] n. [计算机] 复制份数 名词copy的复数形式.

97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
98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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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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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defense 1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
102 delta 1 ['deltə] n.（河流的）三角洲；德耳塔（希腊字母的第四个字） n.(Delta)人名；(英、罗、葡)德尔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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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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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106 double 1 ['dʌbl] n.两倍；双精度型 adj.双重的；两倍的 vi.加倍，加倍努力；快步走 vt.使加倍 adv.双重地；两倍地；弓身地 n.
(Double)人名；(法)杜布勒；(英)道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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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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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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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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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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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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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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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faster 1 ['fa:stə] adj.更快的 adv.更快地 n.(Faster)人名；(德、捷)法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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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118 flu 1 [flu:] n.流感 n.(Flu)人名；(法)弗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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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fred 1 [fred] abbr.快速随机询问显示（FastRandomEnquiryDisplay）

121 gain 1 [gein] n.增加；利润；收获 vt.获得；增加；赚到 vi.增加；获利 n.(Gain)人名；(英、匈、法)盖恩

122 gene 1 [dʒi:n] n.[遗]基因，遗传因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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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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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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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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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126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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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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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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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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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Hutchinson 1 n.哈钦森（英国植物学家）

132 immune 1 [i'mju:n] adj.免疫的；免于……的，免除的 n.免疫者；免除者

133 immunity 1 [i'mju:nəti] n.免疫力；豁免权；免除

134 infect 1 [in'fekt] vt.感染，传染

135 infecting 1 [ɪn'fekt] vt. 传染；感染

136 infections 1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37 infects 1 [ɪn'fekt] vt. 传染；感染

138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39 Joshua 1 ['dʒɔʃwə] n.约书亚；约书亚书

140 keeps 1 ['kiː ps] n. 生计；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.

141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142 larson 1 n. 拉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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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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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limits 1 ['lɪmɪts] n.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.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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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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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mean 1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
149 Michigan 1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
150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51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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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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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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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57 Pennsylvania 1 [,pensil'veinjə] n.宾夕法尼亚州（美国州名）

158 plant 1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特；(法)普朗

159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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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prevention 1 [pri'venʃən, pri:-] n.预防；阻止；妨碍

162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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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rate 1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
165 reaction 1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
166 read 1 [ri:d] vt.阅读；读懂，理解 vi.读；读起来 n.阅读；读物 adj.有学问的 n.(Read)人名；(英)里德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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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researc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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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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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same 1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170 schiffer 1 n. 希弗

171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172 Seattle 1 [si'ætl] n.西雅图（美国一港市）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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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175 sick 1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
176 sm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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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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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socialize 1 ['səuʃəlaiz] vt.使社会化；使社会主义化；使适应社会生活 vi.交际；参与社交

179 state 1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180 suggest 1 vt.提议，建议；启发；使人想起；显示；暗示

181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182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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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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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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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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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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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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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vaccinated 1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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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
195 versions 1 ['vɜ ʃːəns] n. 版本 名词vers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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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98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199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200 w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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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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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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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04 widely 1 ['waidli] adv.广泛地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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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6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07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08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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