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2-29 [Health and Lifestyle] British Studies Suggest Omicron
Coronavirus Less Severe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dool 1 阿卜杜勒

2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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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4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
5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6 adds 1 abbr.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(=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)

7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8 admission 1 [əd'miʃən] n.承认；入场费；进入许可；坦白；录用

9 admissions 1 [əd'mɪʃnz] 招生

10 admitted 3 [əd'mitid] adj.公认的；被承认了的 v.承认（admit的过去分词）

11 adv 1 ['ædvɜːb] abbr. 副词（=adverb）

12 Africa 3 ['æfrikə] n.非洲

13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4 against 3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5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16 agency 4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7 agent 1 ['eidʒənt] n.代理人，代理商；药剂；特工 vt.由…作中介；由…代理 adj.代理的 n.(Agent)人名；(罗)阿真特

18 ages 1 [eɪdʒ] n. 年龄；时代；时期；长时间 v. （使）变老；（使）陈化

19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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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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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22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23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4 and 1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5 anna 1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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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nnouncement 1 [ə'naunsmənt] n.公告；宣告；发表；通告

28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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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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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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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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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 based 2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34 be 7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5 beam 1 [bi:m] n.横梁；光线；电波；船宽；[计量]秤杆 vt.发送；以梁支撑；用…照射；流露 vi.照射；堆满笑容 n.(Beam)人名；
(阿拉伯)贝亚姆；(英)比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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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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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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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ooster 2 ['bu:stə] n.升压机；支持者；扩爆器

41 brigham 1 n.布里格姆（男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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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Britain 2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43 British 3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44 Bruce 1 [bru:s] n.布鲁斯（男名）

45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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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alculating 1 ['kælkjuleitiŋ] adj.计算的；深谋远虑的；审慎的 v.计算（calculate的ing形式）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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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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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ases 2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51 Caty 1 卡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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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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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loser 1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
55 clouds 1 [k'laʊdz] n. 云；烟云 名词cloud的复数形式.

56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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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ompared 5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59 confirmed 1 [kən'fə:md] adj.确认的；保兑的；坚定的；惯常的 v.确证；使坚定（confirm的过去分词）；批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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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ountry 1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乐
的

62 covid 2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63 critical 1 ['kritikəl] adj.鉴定的；[核]临界的；批评的，爱挑剔的；危险的；决定性的；评论的

64 cross 1 n.交叉，十字；十字架，十字形物 vi.交叉；杂交；横过 vt.杂交；渡过；使相交 adj.交叉的，相反的；乖戾的；生气的

65 dark 1 adj.黑暗的，深色的；模糊的；无知的；忧郁的 n.黑暗；夜；黄昏；模糊 n.（Dark）人名；（英）达克 n.（Dark）《暗
黑》（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）

66 data 5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67 December 2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68 delta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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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department 2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70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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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director 2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73 discovered 1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
74 disease 7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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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do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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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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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dru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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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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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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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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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effect 2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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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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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energy 1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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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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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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90 exper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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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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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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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94 facts 1 n. 事实 名词fact的复数形式.

95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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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98 finding 2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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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for 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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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fourteen 1 num.十四；十四个；第十四 n.十四的记号；十四岁；十四点钟；十五世纪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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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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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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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7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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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110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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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1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112 Harvard 2 ['hɑ:vəd] n.哈佛大学；哈佛大学学生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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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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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health 3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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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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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hospital 5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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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hospitalized 1 英 ['hɒspɪtəlaɪz] 美 ['hɑːspɪtəlaɪz] vt. 就医；使住院

121 hospitals 3 ['hɒspɪtlz] 医院

122 Howard 1 ['hauəd] n.霍华德（男子名）

123 Hughes 1 [hju:z] n.休斯（人名）

124 immunizing 1 ['ɪmjuːnaɪzɪŋ] 不敏感处理

125 imperial 1 [im'piəriəl] adj.帝国的；皇帝的；至高无上的；威严的 n.纸张尺寸；特等品 n.(Imperial)人名；(西)因佩里亚尔

126 i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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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7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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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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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infectious 1 [in'fekʃəs] adj.传染的；传染性的；易传染的

131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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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 institute 3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133 investigator 1 [in'vestigeitə] n.研究者；调查者；侦查员

134 involv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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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5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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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Jonathan 1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138 Karim 2 卡里姆

139 lab 1 [læb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
140 laboratory 1 [lə'bɔrətəri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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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l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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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Laura 1 ['lɔ:rə] n.劳拉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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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les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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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lessen 1 ['lesən] vt.使…变小；使…减轻；使…变少 vi.减少；减轻；变小 n.(Lessen)人名；(德、罗)莱森

147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148 Li 2 [li:] n.里（长度单位，等于500米左右） n.(Li)人名；(朝)李；(德、俄、柬)利

149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150 likely 5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151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152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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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lungs 1 ['lʌŋz] n. 肺 lung的复数.

155 Massachusetts 2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
156 matteo 1 n. 马泰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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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159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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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mike 1 n.扩音器，麦克风；话筒；休息,游手好闲 vi.使用扩音器；偷懒,游手好闲 vt.用扩音器传送；用窃听器窃听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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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milder 1 [maɪld] adj. 温和的；柔和的；宽大的；清淡的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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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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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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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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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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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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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numb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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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of 2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72 omicron 15 n.希腊字母第15字

173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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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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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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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or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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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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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78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79 overall 1 ['əuvərɔ:l, ,əuvə'rɔ:l] adj.全部的；全体的；一切在内的 adv.全部地；总的说来 n.工装裤；罩衫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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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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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183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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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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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perce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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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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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189 presen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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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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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previously 2 ['pri:vju:sli] adv.以前；预先；仓促地

192 produces 1 英 [prə'djuːs] 美 [prə'duːs] v. 生产；引起；提出；制片；分娩 n. 产品；农产品

193 promising 1 ['prɔmisiŋ] adj.有希望的，有前途的 v.许诺，答应（promis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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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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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radiant 1 ['reidiənt] adj.辐射的；容光焕发的；光芒四射的 n.光点；发光的物体

197 ragon 1 拉贡

198 r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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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ray 3 n.射线；光线；【鱼类】鳐形目(Rajiformes)鱼 vt.放射；显出 vi.放射光线；浮现

200 rd 1 abbr. (DOS命令) 删除空的子目录(=remove directory) abbr. 注册营养师(=Registered Dietitian) abbr. 乡村投递（=rural delivery）

201 reasoning 1 ['ri:zəniŋ] n.推理；论证；评理 adj.推理的 v.推论；说服（reason的ing形式）

202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03 reductions 1 n.减少( reduction的名词复数 ); 降低; [数学]约简; [摄影术]减薄

204 region 2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205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206 relative 2 ['relətiv] adj.相对的；有关系的；成比例的 n.亲戚；相关物；[语]关系词；亲缘植物

207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208 renew 1 vt.使更新；续借；续费；复兴；重申 vi.更新；重新开始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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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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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12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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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said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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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salim 1 n. 萨利姆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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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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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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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Scottish 1 ['skɔtiʃ] adj.苏格兰的；苏格兰人的；苏格兰语的 n.苏格兰人；苏格兰语

220 sectio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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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222 seeming 1 ['si:miŋ] n.外观 adj.表面上的

223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
224 severe 4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225 severity 2 [si'veriti] n.严重；严格；猛烈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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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7 showing 2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228 sickness 1 ['siknis] n.疾病；呕吐；弊病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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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31 sma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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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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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someone 5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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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sout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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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specialty 1 ['speʃəlti] n.专业，专长；特产；特性；招牌菜 adj.特色的；专门的；独立的

237 spreads 1 [spred] v. 传播；展开；散布；铺开；伸展；涂撒 n. 范围；传播；差额；幅度；盛宴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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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stobbe 1 施托贝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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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studies 2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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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such 3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44 suggest 1 vt.提议，建议；启发；使人想起；显示；暗示

245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46 suggesting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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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sunlight 2 ['sʌnlait] n.日光 n.(Sunlight)人名；(英)森莱特

249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250 supports 1 [sə'pɔː ts] n. 支持

251 symptomatic 2 [,simptə'mætik] adj.有症状的；症候的

252 symptoms 1 ['sɪmptəmz] n. 症候 名词symptom的复数形式.

253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254 tha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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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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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the 3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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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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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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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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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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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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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to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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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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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66 uncertainty 1 [,ʌn'sə:tənti] n.不确定，不可靠

267 ungar 1 n. 昂加尔

268 unknowns 1 [ʌn'nəʊnz] 未知事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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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us 1 pron.我们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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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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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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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vaccine 1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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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virology 1 [,vaiə'rɔlədʒi] n.[病毒]病毒学，滤过性微生物学

277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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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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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walker 3 ['wɔ:kə] n.步行者；散步者；参加竞走者 n.(Walker)人名；(德、西、芬、瑞典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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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warn 1 [wɔ:n] vt.警告，提醒；通知 vi.发出警告，发出预告 n.(Warn)人名；(英)沃恩；(德)瓦恩

283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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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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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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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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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weighed 1 [weɪ] v. 衡量；称(重量)；重达 ...

289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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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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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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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295 with 1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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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7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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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00 younger 1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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