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2-28 [Health and Lifestyle] Another Year of COVID-19,
Variants and Restriction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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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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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dults 1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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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vising 1 [əd'vaɪzɪŋ] n. 劝告；通知；忠告 动词advis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7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8 after 4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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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greed 1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11 aimed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12 alarm 1 n.闹钟；警报，警告器；惊慌 vt.警告；使惊恐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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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llow 2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
15 alphabet 1 n.字母表，字母系统；入门，初步 n.Google创建的名为Alphabet的公司，改变Google原有公司架构，旨在使其当下主
要业务和长期投资项目间的区别更加清晰。

16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7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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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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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1 and 2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2 anothe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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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24 antiviral 1 [ˌænti'vaɪrəl] adj. 抗病原体的

25 appeared 2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6 approval 1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27 approved 1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28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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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30 around 3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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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33 Asian 1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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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36 back 1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后
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37 backed 1 [bækt] adj.有背的；有财力支持的 v.支持；使后退（back的过去分词）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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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eat 1 [bi:t] vt.打；打败 vi.打；打败；拍打；有节奏地舒张与收缩 n.拍子；敲击；有规律的一连串敲打 adj.筋疲力尽的；疲惫不
堪的 n.(Beat)人名；(德)贝亚特

40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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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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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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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45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46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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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49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50 billions 1 ['bɪljənz] n.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.

51 booster 1 ['bu:stə] n.升压机；支持者；扩爆器

52 Borders 1 n.鲍德斯（公司名，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）

53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54 Britain 2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55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56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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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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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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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60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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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62 Caty 1 卡蒂

63 causes 2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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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66 china 2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67 citizens 1 ['sɪtɪzənz] 公民

68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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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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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72 companies 2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73 concern 2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
74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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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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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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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79 coronavirus 3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80 countries 7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81 cov 1 (=coefficient of variance) 变异系数

82 coverings 2 ['kʌvərɪŋz] n. 覆盖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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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85 crisis 3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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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cuts 1 [kʌts] n.切口；（分摊到的）份额；近路（cut的复数） v.剪（cu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[机]切割；砍倒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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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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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deaths 2 ['deθs] 死亡人口

90 delta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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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developed 2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92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93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94 disappear 1 [,disə'piə] vi.消失；失踪；不复存在 vt.使…不存在；使…消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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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distancing 1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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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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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00 drug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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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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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early 2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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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105 economies 2 [ɪ'kɒnəmɪz] 节约；经济（名词economy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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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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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effort 2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09 eighty 1 ['eiti] n.八十；八十岁；八十年代 adj.八十的，八十个的；八十岁的 num.八十

110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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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endemic 3 [en'demik] adj.地方性的；风土的 n.地方病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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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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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116 ever 2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117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118 example 2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119 exist 1 [ig'zist] vi.存在；生存；生活；继续存在

120 existed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
121 expanded 1 [ik'spendid] adj.扩充的；展开的 vt.扩大（expand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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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face 2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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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126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127 February 2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28 fight 2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129 finally 1 ['fainəli] adv.最后；终于；决定性地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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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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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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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133 forward 1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
134 fought 1 [fɔ:t] v.战斗（fight的过去分词）；打架

135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36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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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39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140 governments 2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141 Greek 1 [gri:k] n.希腊语；希腊人 adj.希腊的；希腊人的，希腊语的

142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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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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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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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47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148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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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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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151 health 8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52 healthcare 1 ['helθkeə] 保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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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155 helps 2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56 herd 3 [hə:d] n.兽群，畜群；放牧人 vi.成群，聚在一起 vt.放牧；使成群 n.(Herd)人名；(英、芬)赫德

157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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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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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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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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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hopeful 1 ['həupful] adj.有希望的；有前途的 n.有希望成功的人

164 hospitalization 1 [,hɔspitəlai'zeiʃən, -li'zei-] n.住院治疗；医院收容；住院保险（等于hospitalizationinsurance）

165 howev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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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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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immunity 3 [i'mju:nəti] n.免疫力；豁免权；免除

168 in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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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9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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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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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infections 1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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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injected 1 充血的 注入的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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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176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77 Israel 2 ['izreiəl] n.以色列（亚洲国家）；犹太人，以色列人

178 issued 1 ['ɪʃu ]ː n. 议题；问题；期刊号；一次发行额；发行；<律>子女 v. 发表；公布；正式发给；发行；流出

179 i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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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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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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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83 jr 2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184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185 Korea 1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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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letters 1 [letəz] n.[语]字母；书信；读者投书栏（letter的复数） v.用字母标明；用印刷体写（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88 lockdown 1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189 longer 2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190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191 l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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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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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makers 1 n. 迈克（美国一家公司）

194 malaria 1 [mə'lεəriə] n.[内科]疟疾；瘴气

195 many 6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96 mario 2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197 market 1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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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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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201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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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mental 1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204 mer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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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5 moderna 1 莫德尔纳

206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07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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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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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move 2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210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211 much 1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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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mutate 1 [mju:'teit, 'mju:-] vi.变化，产生突变 vt.改变，使突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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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215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216 names 1 [neɪmz] n.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.

217 nations 4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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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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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new 7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22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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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normal 2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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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227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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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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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of 1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31 officials 4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232 omicron 2 n.希腊字母第15字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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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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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only 2 ['əunli] adv.只，仅仅；不料 adj.唯一的，仅有的；最合适的 conj.但是；不过；可是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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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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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39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40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41 out 1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242 over 2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243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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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pandemic 6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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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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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permission 1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
249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250 pfizer 2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
251 p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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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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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254 poor 1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255 poorer 1 英 [pʊə(r)] 美 [pʊr] adj. 可怜的；贫穷的；低劣的 n. 穷人

256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257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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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259 program 3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260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61 protected 1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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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public 2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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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purchased 1 ['pɜ tːʃəst] adj. 购买的 动词purch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66 pushing 1 ['puʃiŋ] adj.奋斗的；莽撞的；有精力的；富有进取心的 n.推挤；推人犯规（篮球术语） v.推；促进；逼迫（push的ing
形式）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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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69 raise 1 [reiz] vt.提高；筹集；养育；升起 vi.上升 n.高地；上升；加薪 n.(Raise)人名；(英)雷兹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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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272 reached 1 到达

273 reacted 1 [ri'ækt] v. 反应；反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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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record 1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276 records 1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277 recovered 1 [rɪ'kʌvəd] adj. 恢复的 动词reco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78 remained 1 [rɪ'meɪn] v. 剩余；逗留；留下；依然；保持 n. 剩余物；遗迹；残骸

279 remember 1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
280 reopen 1 [,ri:'əupən] vt.使再开，使重开 vi.重开

281 reported 4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282 requirements 1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283 restrict 1 [ri'strikt] vt.限制；约束；限定

284 restrictions 3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285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286 returning 1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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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ritter 2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289 rounded 1 ['raundid] adj.圆形的；全面的；丰满的

290 Russia 1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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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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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schools 1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94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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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scientists 4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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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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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setting 1 ['setiŋ] n.环境；安装；布置；[天]沉落 v.放置；沉没；使…处于某位置（set的ing形式）

301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302 sho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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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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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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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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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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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situations 1 [sɪtʃ'ʊeɪʃnz] 现状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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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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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310 sold 1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311 som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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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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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314 sound 1 [saund] vt.听（诊）；测量，测…深；使发声；试探；宣告 n.声音，语音；噪音；海峡；吵闹；听力范围；[医]探条 adj.
健全的，健康的；合理的；可靠的；有效彻底的 adv.彻底地，充分地 vi.听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回响；测深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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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317 spent 1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
318 sprea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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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320 start 2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321 started 5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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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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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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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strengthens 1 ['streŋθn] v. 加强；变坚固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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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stud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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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330 successfully 1 [sək'sesfəli] adv.成功地；顺利地

331 surgeon 1 ['sə:dʒən] n.外科医生 n.(Surgeon)人名；(法)叙尔容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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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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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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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5 Thailand 1 ['tailænd; -lənd] n.泰国（东南亚国家名）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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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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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the 5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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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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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343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44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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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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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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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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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 to 3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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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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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(英)特沃德

350 tragedy 1 ['trædʒidi] n.悲剧；灾难；惨案

351 travelers 1 [t'rævlərz] 旅游者

352 treatment 1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353 treatments 1 ['triː tmənts] n. 治疗；疗法（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）

354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55 un 1 [ʌn, ən] pron.家伙，东西 n.(Un)人名；(柬)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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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us 1 pron.我们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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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vaccinate 1 ['væksineit] vi.接种疫苗 vt.给…注射疫苗 n.被接种牛痘者

360 vaccinated 2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361 vaccination 4 [,væksi'neiʃən] n.接种疫苗；种痘

362 vaccines 6 疫苗程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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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variants 7 变体

365 version 1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366 versions 2 ['vɜ ʃːəns] n. 版本 名词version的复数形式.

367 Vietnam 1 n.越南（东南亚国家）

368 virus 7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369 viruses 1 ['vaɪərəsɪz] n. 病毒 名词virus的复数形式.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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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vitamins 1 [vaɪtəmɪns] n. 维生素 名词vitamin的复数形式.

372 waiting 1 ['weitiŋ] n.等待；服侍 adj.等待的；服侍的 v.等待；伺候（wait的ing形式）；延缓 n.(Waiting)人名；(英)韦廷

3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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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warm 1 [wɔ:m] adj.温暖的；热情的 vi.同情；激动；变温暖 vt.使…兴奋；使…温暖；使…感兴趣 n.取暖；加热 n.(Warm)人名；
(英)沃姆；(德)瓦姆

375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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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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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weaker 1 [wiː kər] adj. 较弱的 形容词weak的比较级形式.

379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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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82 western 2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383 wet 1 [wet] adj.[气象][物]潮湿的；有雨的 n.雨天；湿气 vt.弄湿 vi.变湿 n.(Wet)人名；(英、纳米、南非)韦特

384 whe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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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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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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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388 widespread 1 ['waid'spred] adj.普遍的，广泛的；分布广的

389 w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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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91 wonder 1 [ˈwʌndə(r)] n.惊奇；奇迹；惊愕 vi.怀疑；想知道；惊讶 vt.怀疑；惊奇；对…感到惊讶 adj.奇妙的；非凡的 n.Wonder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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旺德（人名）

3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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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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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world 4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95 worrisome 1 ['wʌrisəm, 'wə:-] adj.令人烦恼的，令人不安的；麻烦的

396 worry 1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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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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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wrote 2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400 Wuhan 1 ['wu:'hɑ:n] n.武汉（中国湖北省省会）

401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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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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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young 2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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