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1-06 [Health and Lifestyle] Pfizer Says Its COVID Pill 90
Percent Effect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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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and 1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4 pfizer 12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
5 i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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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7 pill 10 [pil] n.药丸；弹丸，子弹；口服避孕药 vt.把…制成丸剂；使服用药丸；抢劫，掠夺（古语） vi.做成药丸；服药丸 n.(Pill)人
名；(英)皮尔

8 t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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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i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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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drug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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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percen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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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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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to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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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 were 7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15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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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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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covid 5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8 hospitalization 5 [,hɔspitəlai'zeiʃən, -li'zei-] n.住院治疗；医院收容；住院保险（等于hospitalizationinsurance）

19 among 4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20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1 antiviral 4 [ˌænti'vaɪrəl] adj. 抗病原体的

22 days 4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23 FDA 4 [ˌefdiː 'eɪ] abbr. 食品及药物管理局(=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)

24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5 adults 3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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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death 3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28 emergency 3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29 group 3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30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31 no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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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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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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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results 3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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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37 three 3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38 treated 3 [triː tɪd] v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 vbl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

39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40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41 approve 2 [ə'pru:v] vt.批准；赞成；为…提供证据 vi.批准；赞成；满意

42 approved 2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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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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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5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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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aty 2 卡蒂

48 cut 2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49 deaths 2 ['deθs] 死亡人口

50 died 2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51 drugs 2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
52 end 2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53 five 2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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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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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6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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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58 hi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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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hospitalized 2 英 ['hɒspɪtəlaɪz] 美 ['hɑːspɪtəlaɪz] vt. 就医；使住院

60 last 2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持，够用；持久 vt.度过，拖过；使维持 adv.最后地；上次，最近；最后一点 n.(La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罗、瑞典)拉斯特

61 mer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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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2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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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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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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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patient 2 adj.有耐心的，能容忍的 n.病人；患者 n.(Patient)人名；(法)帕蒂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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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pills 2 [pɪl] n. 药丸；药片 v. 服用药丸；把 ... 制成药丸；<俚>投票反对

69 rates 2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
70 receiv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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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1 reduction 2 n.减少；下降；缩小；还原反应

72 risk 2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73 shows 2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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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symptoms 2 ['sɪmptəmz] n. 症候 名词symptom的复数形式.

76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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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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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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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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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weaver 2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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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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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84 within 2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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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87 advised 1 [əd'vaizd] adj.考虑过的；细想过的 v.建议（advise的过去分词）；劝告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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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90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91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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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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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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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approval 1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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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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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100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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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2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103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104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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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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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109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110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111 considering 1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
112 consists 1 [kən'sɪst] vi. 由 ... 组成；构成；在于；符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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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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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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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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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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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dr 1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119 drugmaker 1 ['drʌg,meikə] n.制药者

120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21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122 easier 1 [英 ['i:zɪə] 美 ['i:zɪr]] adj.更简单；容易些（easy的比较级形式）；较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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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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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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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efficacy 1 ['efikəsi, ,efi'kæsəti] n.功效，效力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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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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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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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extraordinary 1 adj.非凡的；特别的；离奇的；特派的

131 familiar 1 [fə'miljə] adj.熟悉的；常见的；亲近的 n.常客；密友 n.(Familiar)人名；(西)法米利亚尔

132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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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35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136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37 further 1 ['fə:ðə] adv.进一步地；而且；更远地 adj.更远的；深一层的 vt.促进，助长；增进

138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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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halting 1 ['hɔ:ltiŋ] adj.犹豫的；蹒跚的；跛的 v.停止；蹒跚；犹豫（halt的ing形式）

141 healthcare 1 ['helθkeə] 保健

142 hepatitis 1 [,hepə'taitis] n.肝炎

143 HIV 1 [,eitʃai'vi:] abbr.艾滋病病毒（humanimmunodeficiencyvirus）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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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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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identified 1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7 inactive 1 [in'æktiv] adj.不活跃的；不活动的；怠惰的；闲置的

148 independent 1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
149 injected 1 充血的 注入的

150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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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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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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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maker 1 ['meikə] n.制造者；造物主；出期票人 n.(Maker)人名；(英)马克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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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medicine 1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158 Mikael 1 米卡埃尔

159 mild 1 [maild] adj.温和的；轻微的；淡味的；文雅的；不含有害物质的的 n.（英国的一种）淡味麦芽啤酒 n.(Mild)人名；(瑞典)
米尔德；(德、捷、芬)米尔德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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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moderate 1 ['mɔdərət, 'mɔdəreit] adj.稳健的，温和的；适度的，中等的；有节制的 vi.变缓和，变弱 vt.节制；减轻

162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63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164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65 object 1 ['ɔbdʒikt, -dʒekt, əb'dʒekt] n.目标；物体；客体；宾语 vt.提出…作为反对的理由 vi.反对；拒绝

166 observing 1 [əb'zəviŋ, ɔb-] adj.观察的；注意的；观察力敏锐的 v.观察；遵守（observe的ing形式）

167 officer 1 ['ɔfisə, 'ɔ:-] n.军官，警官；公务员，政府官员；船长 vt.指挥 n.(Officer)人名；(英)奥菲瑟

168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169 outbreak 1 ['autbreik, ,aut'breik] n.（战争的）爆发；（疾病的）发作 vi.爆发

170 patients 1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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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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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present 1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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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175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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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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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rare 1 adj.稀有的；稀薄的；半熟的 adj.杰出的；极度的；非常好的 adv.非常；极其 vi.用后腿站起；渴望

179 researchers 1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180 ritonavir 1 利托那韦

181 SARS 1 英 [sɑːz] 美 [sɑ rːz] abbr. 非典型肺炎(=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)

182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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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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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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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187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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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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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signs 1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192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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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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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196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97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198 strength 1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
199 studying 1 ['stʌdi] n. 研究；学习；学科；书房；(绘画或文学)习作；练习曲；沉思；记忆力…的人；台词记得…的人 v. 研究；
学习；读书；仔细观察；努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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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swallow 1 ['swɔləu] vt.忍受；吞没 vi.吞下；咽下 n.燕子；一次吞咽的量 n.(Swallow)人名；(英)斯沃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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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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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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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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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08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09 twice 1 [twais] adv.两次；两倍

210 unvaccinated 1 [ʌn'væksɪneɪtɪd] adj. 未接种过的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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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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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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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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217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18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19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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