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1-14 [Health and Lifestyle] Testing Best Way to Know
Difference Between Cold, Flu or COVID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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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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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5 and 1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6 a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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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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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ssistant 1 [ə'sistənt] n.助手，助理，助教 adj.辅助的，助理的；有帮助的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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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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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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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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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4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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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best 3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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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blocked 1 [blɔkt] adj.堵塞的；被封锁的 v.阻塞（block的过去分词）

19 blood 1 [blʌd] n.血，血液；血统 vt.从…抽血；使先取得经验 n.(Blood)人名；(英、西)布拉德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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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booster 1 ['bu:stə] n.升压机；支持者；扩爆器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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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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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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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
26 can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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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28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29 chances 1 英 [tʃɑːns] 美 [tʃæns] n. 可能性；机会；偶然性 v. 偶然发生；碰巧；冒 ... (的险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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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cold 3 [kəuld] adj.寒冷的；冷淡的，不热情的；失去知觉的 n.寒冷；感冒 adv.完全地

32 colds 1 ['kəʊldz] n. 感冒

33 coleman 3 ['kəulmən] n.科尔曼（姓氏）

34 combination 1 [,kɔmbi'neiʃən] n.结合；组合；联合；[化学]化合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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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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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ommon 4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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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ongestion 2 n.拥挤；拥塞；淤血

40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41 cough 3 [kɔ:f] n.咳嗽，咳嗽声；咳嗽病 vt.咳出 vi.咳嗽 n.(Cough)人名；(英)考夫

42 covid 1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43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44 difference 2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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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disease 2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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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49 drugs 1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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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enters 1 英 ['entə(r)] 美 ['entər] v. 进入 【计算机】送入

52 experts 2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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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55 fever 2 ['fi:və] n.发烧，发热；狂热 vt.使发烧；使狂热；使患热病 vi.发烧；狂热；患热病

56 fevers 1 英 ['fiː və(r)] 美 ['fiː vər] n. 狂热；发烧；发热 v. （使）发烧；（使）狂热

57 fin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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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flu 10 [flu:] n.流感 n.(Flu)人名；(法)弗吕

59 fluid 1 ['flu(:)id] adj.流动的；流畅的；不固定的 n.流体；液体

60 focused 1 英 ['fəʊkəst] 美 ['foʊkəst] adj. 聚焦的；集中的 动词focu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1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62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63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64 hav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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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66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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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hemisphere 1 ['hemi,sfiə] n.半球

69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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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72 illness 2 ['ilnis] n.病；疾病

73 illnesses 1 ['ɪlnəsɪz] n. 疾病 名词illness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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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i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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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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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indicates 1 ['ɪndɪkeɪt] v. 指示；象征；显示；暗示，预示 v. 表明；指明

78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9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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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know 4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81 kristen 1 n. 克里斯滕; 克丽丝滕

82 laboratories 1 英 [lə'bɒrətri] 美 ['læbrətɔː ri] n. 实验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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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lose 1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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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86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87 Maryland 1 ['mεərilænd] n.马里兰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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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medicines 1 ['medsnz] 药品

90 milko 1 ['mikəu] n.售奶工人；送奶工人（等于milkman） n.(Milko)人名；(西、俄、塞、保)米尔科

91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
92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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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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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mucus 1 ['mju:kəs] n.粘液；黏液

96 muscle 1 ['mʌsl] n.肌肉；力量 vt.加强；使劲搬动；使劲挤出 vi.使劲行进

97 nasal 1 ['neizəl] adj.鼻的；鼻音的 n.鼻骨；鼻音；鼻音字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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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100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01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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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of 1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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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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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onl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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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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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09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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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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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pain 1 [pein] n.疼痛；努力 vt.使…痛苦；使…烦恼 vi.感到疼痛；引起疼痛 n.(Pain)人名；(意)帕因；(俄)派因；(法)潘；(英)佩因

112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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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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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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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pharmacy 2 ['fɑ:məsi] n.药房；配药学，药剂学；制药业；一批备用药品

116 physical 1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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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prepared 1 adj.准备好的 v.准备（prepare的过去分词）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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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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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prevention 1 [pri'venʃən, pri:-] n.预防；阻止；妨碍

122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123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124 public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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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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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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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28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129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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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sa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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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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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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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season 1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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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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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she 1 [ʃi:] pron.她（主格）；它（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、船舶、地球、月亮等） n.女人；雌性动物 n.(She)人名；(中)佘(普通
话·威妥玛)

138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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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0 sick 3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
141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142 smell 1 [smel] vi.嗅，闻；有…气味 vt.嗅，闻；察觉到；发出…的气味 n.气味，嗅觉；臭味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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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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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146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147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148 soreness 1 ['sɔ:nis] n.悲伤；痛苦；愤慨

149 spre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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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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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store 2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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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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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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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156 symptom 1 ['simptəm] n.[临床]症状；征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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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taste 1 [teist] n.味道；品味；审美 vt.尝；体验 vi.尝起来；有…的味道 n.(Taste)人名；(法)塔斯特

159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160 temperature 1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161 test 1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162 tested 1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
163 test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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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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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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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t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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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the 2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168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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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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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70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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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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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throat 1 [θrəut] n.喉咙；嗓子，嗓音；窄路 vt.开沟于；用喉音说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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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176 tiredness 1 ['taiədnis] n.疲劳；疲倦

177 to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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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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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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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us 1 pron.我们

181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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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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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Victoria 1 [vik'tɔ:riə] n.维多利亚（女子名）

185 virus 2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186 viruses 2 ['vaɪərəsɪz] n. 病毒 名词virus的复数形式.

187 visi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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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way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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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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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191 which 4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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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194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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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with 8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96 wondering 1 ['wʌndəriŋ] adj.疑惑的；觉得奇怪的 v.想知道（wonder的ing形式）；惊奇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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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8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99 you 8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00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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