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2-09 [Health and Lifestyle] Pfizer Says Third COVID Shot
Protects against Omicron 词汇表词汇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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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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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frica 3 ['æfrikə] n.非洲

4 African 2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5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6 against 6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7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8 albert 1 ['ælbət] n.艾伯特（男子名）

9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0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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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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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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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ntibodies 1 ['æntɪ̩ bɒdɪz] n. 抗体；免疫体 名词antibody的复数形式.

16 antibody 1 ['ænti,bɔdi] n.[免疫]抗体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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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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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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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 Australia 1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21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2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23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24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25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26 booster 2 ['bu:stə] n.升压机；支持者；扩爆器

27 bourla 2 布拉

28 Brazil 1 [brə'zil] n.巴西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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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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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32 Caty 1 卡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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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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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除；
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37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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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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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
41 concerning 1 [kən'sə:niŋ] prep.关于；就…而言 v.涉及；使关心（concern的ing形式）；忧虑

42 countries 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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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covid 3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44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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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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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describe 1 [di'skraib] vt.描述，形容；描绘

48 designated 1 ['dezɪɡneɪtɪd] adj. 指定的；特指的

49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50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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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dose 2 [dəus] n.剂量；一剂，一服 vi.服药 vt.给药；给…服药 n.(Dose)人名；(德)多泽；(意、西、葡、塞)多塞；(英)多斯

53 drugmaker 1 ['drʌg,meikə] n.制药者

54 early 3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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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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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58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59 Evans 1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60 even 1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等
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61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62 examined 1 [ɪg'zæmɪnd] adj. 检查过的；诊察过的；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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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fighting 1 ['faitiŋ] adj.战斗的；好战的；适于格斗的 n.战斗，搏斗 v.奋斗（fight的ing形式）；打仗；与…进行拳击

65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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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fold 2 [fəuld] vt.折叠；合拢；抱住；笼罩 n.折痕；信徒；羊栏 vi.折叠起来；彻底失败

68 for 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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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Frankfurt 1 ['fræŋkfət] n.法兰克福市（德国城市）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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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genetic 1 [dʒi'netik] adj.遗传的；基因的；起源的

73 German 1 ['dʒə:mən] adj.德国的；德语的，德国人的 n.德语；德国人

74 Germany 1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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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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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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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health 3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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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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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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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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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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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improved 1 [ɪm'pruːvd] adj. 改良的；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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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i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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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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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increased 2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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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independently 1 [,indi'pendəntli] adv.独立地；自立地

91 infection 1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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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4 Israel 1 ['izreiəl] n.以色列（亚洲国家）；犹太人，以色列人

95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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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97 japan 1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98 Jonathan 1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99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00 lab 1 [læb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
101 large 1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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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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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levels 2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05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106 material 1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
107 measurement 1 ['meʒəmənt] n.测量；[计量]度量；尺寸；量度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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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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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most 1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111 mutation 1 [mju:'teiʃən] n.[遗]突变；变化；元音变化

112 mutations 1 [mju 'ːteɪʃnz] 突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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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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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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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November 2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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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20 offers 1 英 ['ɒfə(r)] 美 ['ɔː fər] vt. 提供；提出；（卖方）出价；贡献 vi. 提议；出现；求婚 n. 提议；出价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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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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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omicron 9 n.希腊字母第15字

124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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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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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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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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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original 1 [ə'ridʒənəl] n.原件；原作；原物；原型 adj.原始的；最初的；独创的；新颖的

129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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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31 partner 1 ['pɑ:tnə] n.伙伴；合伙人；配偶 vi.合伙；合股；成为搭档 vt.使合作；与…合伙 n.(Partner)人名；(英、德)帕特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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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pfizer 5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
134 preliminary 2 [pri'liminəri] n.准备；预赛；初步措施 adj.初步的；开始的；预备的

135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136 protection 2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137 protects 1 [prə'tekt] v. 保护；投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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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quantity 1 ['kwɔntəti] n.量，数量；大量；总量

140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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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reduced 1 [ri'dju:st] adj.减少的；[数]简化的；缩减的

143 reinfection 1 [,ri:in'fekʃən] n.[医]再感染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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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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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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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148 restricted 1 [ri'striktid] adj.受限制的；保密的 v.限制（restr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49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50 reviewed 1 [rɪ'vju ]ː n. 复习；回顾；检讨；评审 vt. 检阅；评论；温习；检讨 vi. 写评论

151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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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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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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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shot 4 n.发射；炮弹；射手；镜头 adj.用尽的；破旧的；杂色的，闪光的 v.射击（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57 shot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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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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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160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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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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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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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south 2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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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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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States 2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168 st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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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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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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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subsequent 1 ['sʌbsikwənt] adj.后来的，随后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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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4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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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tests 1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177 t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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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the 2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179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180 third 4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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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183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184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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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to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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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87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188 travelers 1 [t'rævlərz] 旅游者

189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190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91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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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vaccine 5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194 variant 4 ['vεəriənt] adj.不同的；多样的 n.变体；转化

195 variants 1 变体

196 virus 3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197 voc 1 abbr.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（=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） abbr. 行业的(=vocational)

198 vocs 1 Verbal Order of the Chief of Staff 参谋长口头命令

199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00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201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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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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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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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word 1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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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8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09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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