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4-01 [Health and Lifestyle] COVID Fight Moves to the Wild
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3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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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of 2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and 1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in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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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virus 16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7 tha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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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nimals 13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9 i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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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r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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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from 10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2 humans 9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13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 animal 8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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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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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deer 7 [diə] n.鹿 n.(Deer)人名；(英)迪尔

18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9 scientists 6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0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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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species 5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22 spread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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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wild 5 [waild] adj.野生的；野蛮的；狂热的；荒凉的 n.荒野 adv.疯狂地；胡乱地 n.(Wild)人名；(英)怀尔德；(法、德、葡、捷、
匈)维尔德

24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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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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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could 4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28 covid 4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29 different 4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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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human 4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32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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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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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ac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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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etween 3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37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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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cells 3 ['selz] n. 单元；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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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close 3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40 contact 3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41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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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int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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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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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kautz 3 n. 考茨

45 key 3 [ki:] n.（打字机等的）键；关键；钥匙 vt.键入；锁上；调节…的音调；提供线索 vi.使用钥匙 adj.关键的 n.(Key)人名；(英)
基；(德、荷、瑞典)凯

46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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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likely 3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48 locks 3 英 [lɒk] 美 [lɑːk] n. 锁；水闸；一缕头发；一簇；一束 v. 固定；锁(住)；抓牢；过闸

49 looking 3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50 Minnesota 3 [,mini'səutə] n.明尼苏达州（美国中北部洲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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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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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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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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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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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air 2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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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always 2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60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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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bear 2 vt.结果实，开花（正式） vt.忍受；承受；具有；支撑 n.熊 n.(Bear)人名；(英)贝尔

63 bears 2 [beəz] n. 熊；卖空者 名词bear的复数形式. 动词bear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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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66 concerned 2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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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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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den 2 [den] n.贼窝，私室；兽穴，窝巢；小房间 vi.藏到洞里；住在肮脏简陋的小房间里 vt.把……赶进洞穴 n.(Den)人名；(日)传
(名)；(俄)杰恩；(法)德恩

70 enter 2 ['entə] vt.进入；开始；参加 vi.参加，登场；进去 n.[计]输入；回车 n.(Enter)人名；(英)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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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fin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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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74 grand 2 [grænd] adj.宏伟的；豪华的；极重要的 n.大钢琴；一千美元 n.(Grand)人名；(法)格朗；(英、瑞典)格兰德

75 hibernation 2 [,haibə'neiʃən] n.冬眠；过冬；避寒

76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77 itself 2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78 jumped 2 [dʒʌmp] n. 跳跃；跳动；上涨 v. 跳越；暴涨

79 l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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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lock 2 [lɔk] vt.锁，锁上；隐藏 vi.锁；锁住；卡住 n.锁；水闸；刹车 n.(Lock)人名；(英、丹、德、瑞典)洛克

81 moose 2 n.[脊椎]驼鹿；麋 [复数moose]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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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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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m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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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mutated 2 英 [mju 'ːteɪt] 美 ['mju tːeɪt] vi. 变异；突变 vt. 使变异；使突变

85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86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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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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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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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plants 2 [p'lɑːnts] n. 植物花卉；工厂（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） v. 种植；设立；建立；安插；栽赃（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
式）

91 portage 2 ['pɔ:tidʒ, 'pəu-, pɔ:'tɑ:ʒ] n.搬运；运输 vi.转到陆上运输 vt.转到陆上运输；经陆上运输绕过

92 process 2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93 protein 2 ['prəuti:n, -ti:in] n.蛋白质；朊 adj.蛋白质的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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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95 researcher 2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96 researchers 2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97 reservation 2 [,rezə'veiʃən] n.预约，预订；保留

98 reservoir 2 ['rezəvwɑ:] n.水库；蓄水池

99 scientist 2 ['saiəntist] n.科学家

100 similar 2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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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spike 2 [spaik] n.长钉，道钉；钉鞋；细高跟 vt.阻止；以大钉钉牢；用尖物刺穿 n.(Spike)人名；(瑞典)斯皮克

103 spreading 2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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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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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test 2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107 tested 2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
108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109 third 2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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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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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transmission 2 [trænz'miʃən, træns-, trɑ:n-] n.传动装置，[机]变速器；传递；传送；播送

113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11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15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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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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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wildlife 2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118 within 2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119 wolves 2 [wulvz, 'wulvz] n.狼；贪婪者；色狼（wolf的复数） v.大口地快吃；狼吞虎咽（wolf的单三形式）

120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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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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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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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antibodies 1 ['æntɪ̩ bɒdɪz] n. 抗体；免疫体 名词antibody的复数形式.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27 antibody 1 ['ænti,bɔdi] n.[免疫]抗体

128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129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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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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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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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3 attaches 1 [ə'tætʃ] v. 附上；系上；贴上；使依附；使附属；使附着

134 barriers 1 ['bæriəz] 障碍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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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bats 1 [bæts] adj.怪异的；疯疯癫癫的；神经不正常的 n.蝙蝠（bat的复数形式） n.(Bats)人名；(法)巴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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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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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bod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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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141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42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143 Canadian 1 [kə'neidiən] adj.加拿大（人）的 n.加拿大人

144 capture 1 vt.俘获；夺得；捕捉，拍摄,录制 n.捕获；战利品，俘虏

145 carries 1 ['kæri] v. 携带；运送；搬运；带有；传播；承载 n. 【计】进位；运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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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148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149 characteristics 1 [ˌkærɪktə'rɪstɪk] n. 特性；特征；特点 名词characteristic的复数形式.

150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151 closely 1 ['kləusli] adv.紧密地；接近地；严密地；亲近地

152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153 compares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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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connor 1 [kɔnə] n.康纳（男子名）

156 copies 1 ['kɒpɪz] n. [计算机] 复制份数 名词copy的复数形式.

157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158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159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160 defeat 1 vt.击败，战胜；挫败；使…失败 n.失败的事实；击败的行为

161 device 1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162 directly 1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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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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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66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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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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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establish 1 [i'stæbliʃ] vt.建立；创办；安置 vi.植物定植

170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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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extra 1 ['ekstrə] adv.特别地，非常；另外 n.临时演员；号外；额外的事物；上等产品 adj.额外的，另外收费的；特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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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fish 1 [fiʃ] vi.捕鱼，钓鱼；用钩捞取 n.鱼，鱼类 vt.钓鱼，捕鱼；搜寻 n.(Fish)人名；(英、西)菲什；(俄)菲施

174 fits 1 [fɪt] adj. 适宜的；合适的；健康的 v. 适合；安装 n. 发作；适宜

175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176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177 genes 1 n. 基因（gene的复数形式）；格涅斯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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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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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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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2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183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184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185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86 grows 1 英 [ɡrəʊ] 美 [ɡroʊ] v. 增加；生长；变成；种植；逐渐开始

187 gun 1 n.枪支；枪状物；持枪歹徒 vi.用枪射击；加大油门快速前进 vt.向…开枪；开大油门 n.(Gun)人名；(瑞典)贡；(英)冈；
(俄、意)古恩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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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9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90 helicopter 1 ['helikɔptə] n.[航]直升飞机 vi.[航]乘直升飞机 vt.由直升机运送

191 hibernating 1 英 ['haɪbəneɪt] 美 ['haɪbərneɪt] vi. 冬眠；蛰伏；过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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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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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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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Illinois 1 [,ili'nɔi(z)] n.伊利诺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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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increases 1 [ɪn'kriː s] v. 增加；提高 n. 增加；增强；提高

200 infect 1 [in'fekt] vt.感染，传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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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Iowa 1 ['aiəwə] n.爱荷华州（美国州名）

203 Isaac 1 ['aizək] n.艾萨克（男人名）；以撒（希伯来族长，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和萨拉的儿子）

204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205 jump 1 [dʒʌmp] n.跳跃；暴涨；惊跳 vt.跳跃；使跳跃；跳过；突升 vi.跳跃；暴涨；猛增 n.(Jump)人名；(英)江普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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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208 lab 1 [læb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
209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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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212 Madison 1 ['mædisən] n.麦迪逊（姓氏）；麦迪逊（美国城市）

213 make 1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214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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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Matthew 1 ['mæθju:] n.马太福音（新约第一卷）；马太（耶稣12门徒之一）；马修（姓氏，男子名）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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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17 Michigan 1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
218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219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220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221 moves 1 [muːv] n.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.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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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mutants 1 [m'ju tːənts] 突变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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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mutating 1 英 [mju 'ːteɪt] 美 ['mju tːeɪt] vi. 变异；突变 vt. 使变异；使突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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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mutations 1 [mju 'ːteɪʃnz] 突变

228 native 1 ['neitiv] adj.本国的；土著的；天然的；与生俱来的；天赋的 n.本地人；土产；当地居民

229 nearby 1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
230 net 1 [net] n.网；网络；净利；实价 vi.编网 vt.得到；净赚；用网捕 adj.纯粹的；净余的 n.(Net)人名；(法)内

231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32 norma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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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234 nose 1 [nəuz] n.鼻子；嗅觉；突出的部分；探问 vt.嗅；用鼻子触 vi.小心探索着前进；探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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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omicron 1 n.希腊字母第15字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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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Ontario 1 n.安大略省（加拿大省份） n.安大略湖（北美五大湖之一） n.安大略市（美国加州南部城市）

239 openable 1 ['əupənəbl] adj.能开的

240 opening 1 ['əupəniŋ] n.开始；机会；通路；空缺的职位 adj.开始的 v.开放（open的ing形式）；打开；公开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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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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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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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
246 Pennsylvania 1 [,pensil'veinjə] n.宾夕法尼亚州（美国州名）

247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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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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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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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plant 1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特；(法)普朗

252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253 populations 1 [pɒpjʊ'leɪʃnz] 居群

254 possibly 1 ['pɔsəbli] adv.可能地；也许；大概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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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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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258 proven 1 ['pru:vən] v.证明（prove的过去分词）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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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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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rare 1 adj.稀有的；稀薄的；半熟的 adj.杰出的；极度的；非常好的 adv.非常；极其 vi.用后腿站起；渴望

261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262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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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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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65 resting 1 ['restiŋ] adj.静止的；休眠的 v.休息（rest的ing形式）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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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risks 1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
268 samples 1 ['sɑːmplz] n. 采样；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.

269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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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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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272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273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274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275 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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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sleeping 1 ['sli:piŋ] adj.睡着的 n.睡眠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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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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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81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282 spill 1 [spil] vt.使溢出，使流出；使摔下 vi.溢出，流出；摔下；涌流 n.溢出，溅出；溢出量；摔下；小塞子 n.(Spill)人名；(德)
施皮尔

283 spring 1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284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285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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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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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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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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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
292 target 1 n.目标，指标；（攻击的）对象；靶子 v.把...作为目标；面向，对准（某群体） n.（Target）美国塔吉特公司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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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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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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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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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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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99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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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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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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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303 Todd 1 [tɔd] n.托德（姓氏，英国化学家，曾获1957年诺贝尔化学奖）

304 track 1 [træk] n.轨道；足迹，踪迹；小道 vt.追踪；通过；循路而行；用纤拉 vi.追踪；走；留下足迹

305 tracking 1 ['trækiŋ] n.追踪，跟踪 v.跟踪（track的ing形式）

306 tracks 1 [t'ræks] n. 轨道；跑道；踪迹；小路；乐曲（名词track的复数） v. 追踪；跟踪（动词track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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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309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310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11 variant 1 ['vεəriənt] adj.不同的；多样的 n.变体；转化

312 variants 1 变体

313 viral 1 [ˈvaɪrəl] adj.病毒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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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wake 1 vi.醒来；唤醒；警觉 vt.叫醒；激发 n.尾迹；守夜；守丧 n.(Wake)人名；(英)韦克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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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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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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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widely 1 ['waidli] adv.广泛地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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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winter 1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
温特

322 Wisconsin 1 [wis'kɔnsin] n.威斯康星州（美国州名）

323 Woods 1 [wudz] n.[林]树林；森林；木头（wood的复数） v.供以木材；用森林覆盖（wood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Woods)人名；
(英、葡)伍兹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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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5 work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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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Wuhan 1 ['wu:'hɑ:n] n.武汉（中国湖北省省会）

327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328 youn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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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