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1-12 [Health and Lifestyle] Doctors Successfully Transplant
Pig Heart into Human Patient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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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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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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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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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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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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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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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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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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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3 a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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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imal 3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6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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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pproval 1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18 approvals 1 n.赞许；赞成; 批准（ approval的名词复数 ）; [复数][商业]包退换商品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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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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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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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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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 attempts 1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
24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25 Baltimore 1 [Lord lɔ:d] n.巴尔的摩（美国一座港市）

26 bartley 1 n. 巴特利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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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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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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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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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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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ennett 6 ['benit] n.班尼特（男子名，等于Benedict）

35 Blacksburg 1 布莱克斯堡(美国弗吉尼亚西南部一城镇；位于罗厄诺克西部的阿勒格尼山；弗吉尼亚工学院和州立大学(建于
1872年)位于此地；人口34590)； n.；布莱克斯堡(在美国；西经 81º32' 北纬 35º07')

36 bod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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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reakthrough 2 ['breikθru:] n.突破；突破性进展

38 breathing 1 ['bri:ðiŋ] n.呼吸；瞬间；微风 adj.呼吸的；逼真的 v.呼吸（breathe的现在分词）

39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40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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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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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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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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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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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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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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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hoice 1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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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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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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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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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55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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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58 da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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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9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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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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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63 device 1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64 die 2 [dai] vi.死亡；凋零；熄灭 vt.死，死于… n.冲模，钢模；骰子 n.(Die)人名；(西)迭；(阿拉伯)迪埃

65 differences 1 ['dɪfərəns] n.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.

66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67 discovery 1 [dis'kʌvəri] n.发现，发觉；被发现的事物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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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doctors 4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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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donor 3 ['dəunə] n.捐赠者；供者；赠送人 adj.捐献的；经人工授精出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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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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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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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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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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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endless 1 ['endlis] adj.无止境的；连续的；环状的；漫无目的的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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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81 estimate 1 ['estimeit] vi.估计，估价 n.估计，估价；判断，看法 vt.估计，估量；判断，评价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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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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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exist 1 [ig'zist] vi.存在；生存；生活；继续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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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experimental 1 [ek,speri'mentəl, ek's-] adj.实验的；根据实验的；试验性的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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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failed 1 [feild] adj.已失败的，不成功的 v.失败，不成功（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88 failing 1 ['feiliŋ] n.失败；缺点，过失；弱点 prep.如果没有… adj.失败的 v.失败；不及格（fail的ing形式） n.(Failing)人名；(英)费
林

89 father 1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
90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91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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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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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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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gene 1 [dʒi:n] n.[遗]基因，遗传因子

97 genes 1 n. 基因（gene的复数形式）；格涅斯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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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genetically 1 [dʒe'netikəli] adv.从遗传学角度；从基因方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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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102 giv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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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gov 1 abbr.政府（goverment）

104 Griffith 1 ['grifiθ] n.格里菲思（女子名，Griffin的异体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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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grown 1 [grəun] adj.长大的；成年的；长满某物的 v.生长；变成；栽培（grow的过去分词）

107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108 guarantee 1 [,gærən'ti:] n.保证；担保；保证人；保证书；抵押品 vt.保证；担保

109 guess 1 [ges] vt.猜测；认为；推测；猜中 vi.猜；推测；猜中 n.猜测；推测 n.(Guess)人名；(英)格斯；(德)居斯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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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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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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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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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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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16 heart 10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
117 hearts 1 英 [hɑ tː] 美 [hɑ rːt] n. 心；内心；中心；要点；红桃 v. 将…记在心里，铭记；鼓励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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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his 4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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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human 6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22 humans 1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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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25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
126 i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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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28 into 4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
129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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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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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32 kee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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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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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knew 1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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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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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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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39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40 linked 1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
141 list 1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142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143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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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5 lung 1 [lʌŋ] n.肺；呼吸器 n.(Lung)人名；(越)珑；(罗、塞、匈、瑞典、德)伦格

146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47 machine 1 [mə'ʃi:n] n.机械，机器；机构；机械般工作的人 vt.用机器制造 n.(Machine)人名；(意)马基内

148 marks 1 [ma:rks] n.标记，记号；唛头，分数；台面标志 n.(Marks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瑞典、西、捷)马克斯；(俄)马克思

149 Maryland 2 ['mεərilænd] n.马里兰（美国州名）

150 medical 3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51 medicine 2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152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153 modified 1 英 ['mɒdɪfaɪd] 美 ['mɒdə̩ faɪd] adj. 修改的

154 modify 1 ['mɔdifai] vt.修改，修饰；更改 vi.修改

155 mohiuddin 2 毛希丁

156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157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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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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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Muhammad 1 [mu'hæməd] n.穆罕默德

161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162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163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64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165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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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67 of 1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68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169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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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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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operation 8 [,ɔpə'reiʃən] n.操作；经营；[外科]手术；[数][计]运算

172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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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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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organ 7 n.器官；机构；风琴；管风琴；嗓音；阴茎 n.（Organ）人名；（英）奥根

175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176 organs 2 n.[生物]器官；机构；风琴（organ的复数）

177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78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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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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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183 patient 4 adj.有耐心的，能容忍的 n.病人；患者 n.(Patient)人名；(法)帕蒂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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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perform 1 [pə'fɔ:m] vt.执行；完成；演奏 vi.执行，机器运转；表演

186 performed 1 英 [pə'fɔː m] 美 [pər'fɔː 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187 permitted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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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pig 8 n.猪；猪肉 vi.生小猪；像猪一样过活 n.警察（俚语，带有攻击性）

190 placed 1 [pleɪst] adj. 名列前茅的（多指赛马）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1 possibilities 1 英 [ˌpɒsə'bɪləti] 美 [ˌpɑːsə'bɪləti] n. 可能；可能性；可能的事情；潜在的价值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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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potential 2 [pəu'tenʃəl] n.潜能；可能性；[电]电势 adj.潜在的；可能的；势的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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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196 program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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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198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199 receiv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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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0 receiving 1 [ri'si:viŋ] adj.接受的 n.接受 v.接收（receive的ing形式）

201 recipients 1 [rɪ'sɪpiənt] n. 接受者；收信人

202 recovering 1 [ri'kʌvəriŋ] n.恢复；再生；补偿 v.恢复；再生（recover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203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204 regenerative 2 [ri'dʒenəreitiv, -rə-, ri:-] adj.再生的，更生的；更新的

205 reject 1 [ri'dʒekt] vt.拒绝；排斥；抵制；丢弃 n.被弃之物或人；次品

206 rejection 2 [ri'dʒekʃən] n.抛弃；拒绝；被抛弃的东西；盖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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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209 removed 4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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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reports 2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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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13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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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人名；(英)朗宁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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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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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saving 1 ['seiviŋ] n.节约；挽救；存款 adj.节约的；挽救的；补偿的；保留的 prep.考虑到；除...之外 n.(Saving)人名；(瑞典)萨温

218 say 2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219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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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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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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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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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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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shortage 1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
226 sho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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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imply 1 ['simpli] adv.简单地；仅仅；简直；朴素地；坦白地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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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solving 1 ['sɒlvɪŋ] n. 解决办法 动词sol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30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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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32 son 1 [sʌn] n.儿子；孩子（对年轻人的称呼）；男性后裔 n.(Son)人名；(土、老、柬)松；(法、罗)索恩；(日)存(名)；(日)孙
(姓)；(越)山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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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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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step 2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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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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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successfully 2 [sək'sesfəli] adv.成功地；顺利地

239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40 suffering 1 ['sʌfəriŋ] n.受难；苦楚 adj.受苦的；患病的 v.受苦；蒙受（suffer的ing形式）

241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242 surgery 1 ['sə:dʒəri] n.外科；外科手术；手术室；诊疗室

243 team 3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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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t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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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the 3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47 there 4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48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49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50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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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252 threatening 1 ['θretəniŋ] adj.危险的；胁迫的；凶兆的 v.威胁；恐吓；迫近（threate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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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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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tissue 1 n.组织；纸巾；薄纱；一套 vt.饰以薄纱；用化妆纸揩去

256 to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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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7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58 transplant 8 [træns'plɑ:nt, trænz-, trɑ:n-, -'plænt] vt.移植；迁移；使移居 n.移植；移植器官；被移植物；移居者 vi.移植；迁移；移居

259 transplanted 1 英 ['trænsplɑːnt] 美 ['trænsplænt] v. 移居；移栽(植物)；移植(器官) n. 移植；移植物

260 transplants 2 英 ['trænsplɑːnt] 美 ['trænsplænt] v. 移居；移栽(植物)；移植(器官) n. 移植；移植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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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treatment 1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262 university 3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63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264 us 1 pron.我们

265 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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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Virginia 1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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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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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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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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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72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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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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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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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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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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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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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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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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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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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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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4 work 1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285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86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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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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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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