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3-12 [Health and Lifestyle] Baby Doing Well after
Experimental Heart Replacement Operation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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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fter 6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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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7 and 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8 announce 1 [ə'nauns] vt.宣布；述说；预示；播报 vi.宣布参加竞选；当播音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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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noth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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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nti 1 ['ænti, -tai] adj.反对的 n.反对者，反对论者 n.(Anti)人名；(意)安蒂；(阿拉伯)安提

12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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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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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sheboro 1 n. 阿什伯勒(在美国；西经 79º50' 北纬 35º42')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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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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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 babies 1 ['beɪbi] n. 婴儿；宝贝儿；孩子气的人 adj. 婴儿的；小型的 vt. 溺爱

18 baby 2 ['beibi] n.婴儿，婴孩；孩子气的人 vt.纵容，娇纵；把……当婴儿般对待 adj.婴儿的；幼小的 n.(Baby)人名；(法、葡)巴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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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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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begin 1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23 birth 1 [bɑ:θ] n.出生；血统，出身；起源

24 body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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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born 2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26 boy 1 [bɔi] n.男孩；男人 n.(Boy)人名；(英、德、西、意、刚(金)、印尼、瑞典)博伊；(法)布瓦

27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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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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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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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candidate 1 n.候选人，候补者；应试者

33 Carolina 2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34 cells 4 ['selz] n. 单元；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.

35 child 1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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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orrectly 1 [kə'rektli] adv.正确地；得体地

38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39 cutting 1 ['kʌtiŋ] n.[机]切断；剪辑；开凿 adj.锋利的；严寒的；尖酸刻薄的 v.削减（cut的ing形式）；采伐；切开 n.(Cutting)人
名；(英)卡廷

40 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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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西)
迪尔

42 develop 2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43 development 2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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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diseased 1 [di'zi:zd] adj.不健全的；患病的；病态的 v.使生病；传染（disease的过去分词）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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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doctor 2 vt.修理；篡改，伪造；为…治病；授以博士学位 n.医生；博士 vi.就医；行医

48 doctors 6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49 doing 2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50 donated 3 英 [dəʊ'neɪt] 美 ['doʊneɪt] v. 捐赠；捐献

51 dr 1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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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drugs 1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
54 duke 4 [dju:k, du:k] n.公爵，（公国的）君主；公爵（种）樱桃 n.(Duke)人名；(西、俄、瑞典、英)杜克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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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Easton 5 ['i:stən] n.伊斯顿（人名）；伊斯顿（美国地名）

57 effects 2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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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Evans 2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60 experienced 1 [ik'spiəriənst] adj.老练的，熟练的；富有经验的

61 experimental 2 [ek,speri'mentəl, ek's-] adj.实验的；根据实验的；试验性的

62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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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4 fights 1 [faɪt] n. 战斗；打架；斗志 vt. 打架；对抗 vi. 奋斗；斗争；争吵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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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for 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67 foreign 1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68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69 gland 2 [glænd] n.腺 密封压盖

70 gr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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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1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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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3 harmful 1 ['hɑ:mful] adj.有害的；能造成损害的

74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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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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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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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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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79 hear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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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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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82 his 5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83 hoped 1 英 [həʊpt] 美 [hoʊpt] adj. 希望的；盼望的 动词ho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84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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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86 immune 6 [i'mju:n] adj.免疫的；免于……的，免除的 n.免疫者；免除者

87 implant 1 [im'plɑ:nt, -'plænt, 'implɑ:nt, -plænt] vt.种植；灌输；嵌入 n.[医]植入物；植入管 vi.被移植

88 implanted 1 英 ['ɪmplɑːnt] 美 ['ɪmplænt] v. 深植；灌输；嵌入；移植 n. 移植物；植入物

89 implanting 1 英 ['ɪmplɑːnt] 美 ['ɪmplænt] v. 深植；灌输；嵌入；移植 n. 移植物；植入物

90 implants 3 英 ['ɪmplɑːnt] 美 ['ɪmplænt] v. 深植；灌输；嵌入；移植 n. 移植物；植入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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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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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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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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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infections 1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96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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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involve 1 [in'vɔlv] vt.包含；牵涉；使陷于；潜心于

98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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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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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Jonathan 2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102 Joseph 1 ['dʒəuzif] n.约瑟夫（男子名）；约瑟（圣经中雅各的第十一子）

103 just 1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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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06 laboratory 3 [lə'bɔrətəri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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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later 2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09 lauran 1 劳兰

110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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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les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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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like 1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114 matched 1 [mætʃt] adj. 匹配的 动词mat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15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116 medical 4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17 medicines 2 ['medsnz] 药品

118 method 2 ['meθəd] n.方法；条理；类函数 adj.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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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21 neergaard 1 内高

122 new 6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23 north 2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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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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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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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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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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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operation 7 [,ɔpə'reiʃən] n.操作；经营；[外科]手术；[数][计]运算

131 operations 2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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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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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organ 6 n.器官；机构；风琴；管风琴；嗓音；阴茎 n.（Organ）人名；（英）奥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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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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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par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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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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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partly 2 ['pɑ:tli] adv.部分地；在一定程度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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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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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performs 2 英 [pə'fɔː m] 美 [pər'fɔː 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143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144 pers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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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plays 1 [pleɪ] v. 玩；比赛；（在运动队中）担当；派...出场；带；踢；击（球）；走（棋子）；出牌；演奏；播放；扮演；假
装；上演；发挥（作用）；应付；处理；掠过；浮现；使轻快地活动；（喷泉）喷涌；做游戏 n. 游戏；戏剧；比赛；发挥
作用；玩笑；间隙；闪烁；闪现

146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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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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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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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problems 2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151 processed 1 [p'rəsest] adj. 经加工的；处理的 动词proc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2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153 producing 1 [prə'djuːsɪŋ] n.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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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realized 1 ['riː əlaɪz] vt. 实现；了解；意识到；变卖

156 receiv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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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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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remove 1 [ri'mu:v] vt.移动，迁移；开除；调动 vi.移动，迁移；搬家 n.移动；距离；搬家

159 removed 2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160 repair 1 [ri'pεə] vi.修理；修复 vt.修理；恢复；补救，纠正 n.修理，修补；修补部位

161 repeated 1 [ri'pi:tid] adj.再三的，反复的 v.重复；复述（repeat的过去分词）

162 replace 1 [ri'pleis] vt.取代，代替；替换，更换；归还，偿还；把…放回原处

163 replacement 1 [ri'pleismənt] n.更换；复位；代替者；补充兵员

164 replaces 1 [rɪ'pleɪs] vt. 取代；替换；放回原处；偿还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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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167 requiring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168 researc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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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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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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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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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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173 second 1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174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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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177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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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solve 1 [sɔlv, sɔ:lv] vt.解决；解答；溶解 vi.作解答

180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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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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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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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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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stage 1 [steidʒ] n.阶段；舞台；戏剧；驿站 vt.举行；上演；筹划 vi.举行；适于上演；乘驿车旅行 n.(Stage)人名；(英)斯特奇

185 stages 1 [steɪdʒ] n. 舞台；戏剧；阶段；步骤；行程 v. 上演；举行；组织；筹划；使出现

186 state 1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187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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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strongly 1 ['strɔŋli, 'strɔ:ŋ-] adv.强有力地；坚强地；激烈地；气味浓地

189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190 suffered 1 ['sʌfəd] v. 遭受，允许，宽恕（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91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192 suppressing 1 [sə'pres] vt. 镇压；隐瞒；压制；止住；禁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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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surgeons 1 ['sɜːdʒənz] n. 外科医生

195 surgeries 1 英 ['sɜːdʒəri] 美 ['sɜ rːdʒəri] n. 外科手术；外科；诊所；手术室

196 surgery 2 ['sə:dʒəri] n.外科；外科手术；手术室；诊疗室

197 survive 1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
198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199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200 test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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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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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the 2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03 therapeutics 1 [,θerə'pju:tiks] n.疗法，治疗学

204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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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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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thymus 11 ['θaiməs] n.胸腺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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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tissue 7 n.组织；纸巾；薄纱；一套 vt.饰以薄纱；用化妆纸揩去

210 to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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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11 tolerance 2 n.公差；宽容；容忍

212 transplan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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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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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treat 1 [tri:t] vt.治疗；对待；探讨；视为 vi.探讨；请客；协商 n.请客；款待 n.(Treat)人名；(英)特里特

215 tried 1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
216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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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turek 3 n. 图雷克(在波兰；东经 18º30' 北纬 52º01')

218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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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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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very 1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
222 waited 1 [weɪt] v. 等；等待 n. 等待；等候

223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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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we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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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27 what 1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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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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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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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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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35 without 2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236 wondered 1 英 ['wʌndə(r)] 美 ['wʌndər] n. 惊奇；惊愕；奇迹；奇观 v. 惊奇；想知道；怀疑 adj. 奇妙的；非凡的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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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8 working 5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239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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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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