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4-17 [Health and Lifestyle] After Helping Fight COVID-19,
US Military Plans for Next Pandemic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ies 1 [ə'bɪləti] n. 能力；才能

2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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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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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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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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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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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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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longside 1 [ə'lɔŋ'said] adv.在旁边 prep.在……旁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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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4 and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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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geles 1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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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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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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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rmy 2 ['ɑ:mi] n.陆军，军队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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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ssignment 1 [ə'sainmənt] n.分配；任务；作业；功课

23 assist 1 [ə'sist] n.帮助；助攻 vi.参加；出席 vt.帮助；促进

24 associated 3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5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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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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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8 bed 1 [bed] n.床；基础；河底，海底 vt.使睡觉；安置，嵌入；栽种 vi.上床；分层

29 beds 2 n.床上用品，床组（bed复数） vt.安置；为…提供床铺（bed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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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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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33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34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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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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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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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38 ca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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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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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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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42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43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44 cobleigh 4 n. 科布利

45 colonel 1 ['kə:nəl] n.陆军上校 n.(Colonel)人名；(法、罗)科洛内尔

46 command 2 [kə'mɑ:nd] vi.命令，指挥；控制 vt.命令，指挥；控制；远望 n.指挥，控制；命令；司令部 n.(Command)人名；(法)科
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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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onflicts 1 英 ['kɒnflɪkt] 美 ['kɑːnflɪkt] n. 冲突；战斗；矛盾；斗争 vi. 冲突；抵触；争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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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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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ovid 8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52 crises 1 ['kraisi:z] n.危机，紧要关头；危险期（crisis的复数形式）

53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特

54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55 damaging 1 ['dæmidʒiŋ] adj.有破坏性的，损害的；诽谤的 v.破坏（damag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；损害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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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58 decide 1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59 defense 3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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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deploy 2 [di:'plɔi] vt.配置；展开；使疏开 vi.部署；展开 n.部署

62 deployed 5 [dɪ'plɔɪ] v. 部署；展开；进入战斗位置；配置

63 difficulties 1 ['dɪfɪkəlti] n. 困难；争议；麻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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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drive 1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66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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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employees 1 [ˌemplɔɪ'iː 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
69 end 1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70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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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73 exercises 1 ['eksəsaiz] n.练习题，演习；运动

74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75 experiences 2 英 [ɪk'spɪəriəns] 美 [ɪk'spɪriəns] n. 经验；经历 v. 经历；体验；感受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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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facilities 1 [fə'sɪlɪtɪz] n. 设施；设备；工具 名词facility的复数形式.

78 facility 1 [fə'siliti] n.设施；设备；容易；灵巧

79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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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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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fill 1 [fil] vt.装满，使充满；满足；堵塞；任职 vi.被充满，膨胀 n.满足；填满的量；装填物 n.(Fill)人名；(德、俄、匈)菲尔

83 finished 1 ['finiʃt] adj.完结的，完成的；精巧的 v.完成；结束；毁掉（finish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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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forces 2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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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87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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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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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91 glen 1 [glen] n.峡谷；幽谷

92 go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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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94 gra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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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gurney 1 ['gə:ni] n.（医院用来移动病人的）轮床 n.(Gurney)人名；(英)格尼

96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97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98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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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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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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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heads 1 [hedz] adj.正面朝上的 n.(Heads)人名；(英)黑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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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105 hel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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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helped 2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107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108 her 2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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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homeland 1 ['həumlænd] n.祖国；故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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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hospitals 5 ['hɒspɪtlz] 医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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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hurrying 1 英 ['hʌri] 美 ['hɜ rːi] v. 匆忙；催促；赶紧 n. 匆忙；仓促；急忙

115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116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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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in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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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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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infectious 2 [in'fekʃəs] adj.传染的；传染性的；易传染的

121 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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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123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4 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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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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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127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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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knew 1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
129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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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leaders 2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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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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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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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135 led 2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36 lieutenant 1 [lef'tenənt, lu:'t-] n.中尉；副官；助理人员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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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139 Los 1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英)洛斯

140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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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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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mass 1 n.块，团；群众，民众；大量，众多；质量 adj.群众的，民众的；大规模的，集中的 vi.聚集起来，聚集 vt.使集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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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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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148 Michigan 2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
149 military 10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150 mission 4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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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morph 1 n.词态；语素 vt.在屏幕上变换图像；改变

153 morphed 1 v.（动植物的）变种( morp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); 变体; 语子; 语素形式

154 movements 1 ['muːvmənts] n. 动作

155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56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57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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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nex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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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non 2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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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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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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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nurse 3 [nə:s] vt.看护，护理；照顾；培养；给…喂奶 vi.照料，护理；喂奶；当保姆 n.护士；奶妈，保姆 n.(Nurse)人名；(英)纳
斯

166 of 1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67 officials 3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68 omicron 1 n.希腊字母第15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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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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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operations 1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
173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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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orders 1 英 ['ɔː də(r)] 美 ['ɔː rdər] n. 顺序；条理；订单；命令；秩序；阶层；[生]目；点的东西 v. 命令；定购；调整；整理；点餐；
预定，订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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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77 over 2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178 overloaded 1 英 ['əʊvə'ləʊdɪd] 美 ['oʊvə'loʊdɪd] adj. 超载的；超负荷的

179 overworked 1 英 [ˌəʊvə'wɜːkt] 美 [ˌoʊvər'wɜ rːkt] adj. 工作过度的；过分劳累的 动词over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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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ndemic 8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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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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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patient 6 adj.有耐心的，能容忍的 n.病人；患者 n.(Patient)人名；(法)帕蒂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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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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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plans 2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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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191 praised 1 [preɪz] vt. 赞美；称赞 n. 赞美；称赞；崇拜 vi. 赞美

192 preparations 1 [prepə'reɪʃnz] n. 准备，准备工作，配制剂（名词prepar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193 prepare 1 [pri'pεə] vt.准备；使适合；装备；起草 vi.预备；做好思想准备

194 pres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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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rocess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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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proved 1 [p'ruːvd] v. 证明(证明是；检验；勘探；证明；试印)

197 quickly 2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198 rapids 1 [ræpidz] n.[水文]急流；湍流

199 report 1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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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
202 request 1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
203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204 rewriting 1 n.重写；改写 v.重写；改写（rewrite的ing形式）

205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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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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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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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seeking 1 [siː 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
211 sent 3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212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213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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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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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216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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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17 ships 2 [ʃɪps] n.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.

218 sm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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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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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somewhere 1 ['sʌmhwεə] adv.在某处；到某处 n.某个地方

221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222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223 sprea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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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225 st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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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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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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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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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struck 1 adj.受罢工影响的 v.罢工，打击，撞击（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truck)人名；(英)斯特拉克；(瑞典)斯特鲁克；
(德)施特鲁克

230 suzanne 1 [su:'zæn] n. 苏珊娜（女子名）

231 team 4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232 teams 1 [tiː m] n. 队；组 v. 使相配；使合作；结成一队 adj. 团队的

233 temporary 1 ['tempərəri] adj.暂时的，临时的 n.临时工，临时雇员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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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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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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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the 4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38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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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41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242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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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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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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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to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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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7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48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49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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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treatment 3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252 troops 8 n.[军]部队；[军]军队（troop的复数形式）

253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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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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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unused 1 [,ʌn'ju:zd] adj.不用的；从未用过的

257 up 1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
258 us 2 pron.我们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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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61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62 Utah 1 ['ju:tɑ:] n.美国犹他州

263 vaccinations 1 接种

264 valuable 1 ['væljuəbl] adj.有价值的；贵重的；可估价的 n.贵重物品

265 version 1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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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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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wall 2 [wɔ:l] n.墙壁，围墙；似墙之物 vt.用墙围住，围以墙 adj.墙壁的 n.(Wall)人名；(英)沃尔；(德、芬、捷、瑞典)瓦尔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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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wargame 1 [wɔː 'ɡeɪm] n. 军事演习

271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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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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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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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76 went 2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277 were 7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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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wheeled 1 [hwi:ld] adj.轮式的；有轮的 v.滚动；装轮子（wheel的过去分词）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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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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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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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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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5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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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6 workers 2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287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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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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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