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5-31 [Health and Lifestyle] What Causes Mystery Liver
Illnesses in Children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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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in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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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and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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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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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children 9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7 t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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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enovirus 7 [,ædənəu'vaiərus] n.腺病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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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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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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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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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liver 5 ['livə] n.肝脏；生活者，居民

15 virus 5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16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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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18 cases 4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19 causes 4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20 inflammation 4 [,inflə'meiʃən] n.[病理]炎症；[医]发炎；燃烧；发火

21 stomach 4 ['stʌmək] n.胃；腹部；胃口 vt.忍受；吃下 vi.忍受

22 w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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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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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 cause 3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25 CDC 3 abbr. 疾病控制中心(=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)

26 comm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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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disease 3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28 eye 3 [ai] n.眼睛；视力；眼光；见解，观点 vt.注视，看 n.(Eye)人名；(德)艾厄；(英)艾

29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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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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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known 3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32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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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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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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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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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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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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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tests 3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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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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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viruses 3 ['vaɪərəsɪz] n. 病毒 名词virus的复数形式.

41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42 adenoviruses 2 腺病毒

43 appeared 2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4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45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6 condition 2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47 diseases 2 [dɪ'ziː zɪz] 病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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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Evans 2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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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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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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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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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55 healthy 2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
56 hepatitis 2 [,hepə'taitis] n.肝炎

57 hundreds 2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58 illness 2 ['ilnis] n.病；疾病

59 illnesses 2 ['ɪlnəsɪz] n. 疾病 名词illness的复数形式.

60 include 2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61 Jonathan 2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62 livers 2 利韦尔斯

63 looking 2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64 mystery 2 [英 [ˈmɪstri] 美 [ˈmɪstəri]] n.秘密，谜；神秘，神秘的事物；推理小说，推理剧；常作mysteries秘技，秘诀

65 nausea 2 ['nɔ:ziə, -siə, -ʃə, -ʒə] n.恶心，晕船；极端的憎恶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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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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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otherwise 2 adv.否则；另外；在其他方面 adj.另外的；其他方面的；原本，本来 conj.其他；如果不；然后

69 pai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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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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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pink 2 [piŋk] n.粉红色；化身，典范；石竹花；头面人物 vt.扎，刺，戳；使…变粉红色；使…面红耳赤 vi.变粉红色 adj.粉红的；
比较激进的；石竹科的；脸色发红的 n.(Pi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)平克；(法)潘克

72 presen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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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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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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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related 2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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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signs 2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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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sore 2 [sɔ:] adj.疼痛的，痛心的；剧烈的，极度的；恼火的，发怒的；厉害的，迫切的 n.溃疡，痛处；恨事，伤心事 n.(Sore)人
名；(法)索尔；(意)索雷

80 st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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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studies 2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82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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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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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85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86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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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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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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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91 answers 1 英 ['ɑːnsə(r)] 美 ['ænsər] v. 回答；答复；接电话 n. 答案；回答；答复

92 appearing 1 [ə'piəriŋ] n.[印刷]版面高度 v.出现，显得（appear的ing形式）

93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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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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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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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be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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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blame 1 ['bleim] vt.责备；归咎于 n.责备；责任；过失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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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bodily 1 ['bɔdili] adv.整体地；亲自地；以肉体形式 adj.身体的；肉体的 n.(Bodily)人名；(英)博迪利

101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102 butler 1 ['bʌtlə] n.男管家；仆役长 n.(Butler)人名；(英、西)巴特勒；(俄、德、瑞典)布特勒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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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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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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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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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col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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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110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111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112 contagious 1 [kən'teidʒəs] adj.感染性的；会蔓延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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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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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deputy 1 ['depjuti] n.代理人，代表 adj.副的；代理的

117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18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119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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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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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2 disturbed 1 [di'stə:bd] adj.扰乱的；为心理失常者而设的 v.干扰（disturb的过去分词）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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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125 eating 1 ['i:tiŋ] adj.侵蚀的；可生食的；进餐用的 n.吃；食物 v.吃（eat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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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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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eric 1 埃里克（人名）

128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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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exact 1 adj.准确的，精密的；精确的 vt.要求；强求；急需 vi.勒索钱财

131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32 eyelid 1 ['ai,lid] n.[解剖]眼睑；眼皮

133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34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135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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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genetics 1 [dʒi'netiks] n.遗传学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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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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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gut 1 n.内脏；肠子；剧情；胆量；海峡；勇气；直觉；肠 vt.取出内脏；摧毁（建筑物等）的内部 adj.简单的；本质的，根本
的；本能的，直觉的 n.（德、俄、意、葡、塞、捷、匈、瑞典）古特（人名）；（英）格特（人名）

141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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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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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heat 1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
145 hospitalized 1 英 ['hɒspɪtəlaɪz] 美 ['hɑːspɪtəlaɪz] vt. 就医；使住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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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immune 1 [i'mju:n] adj.免疫的；免于……的，免除的 n.免疫者；免除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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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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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infectious 1 [in'fekʃəs] adj.传染的；传染性的；易传染的

151 injury 1 ['indʒəri] n.伤害，损害；受伤处

152 inner 1 ['inə] adj.内部的；内心的；精神的 n.内部

153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154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155 intestines 1 [ɪn'testɪnz] n. 肠 名词intestine的复数形式.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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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jaundice 1 ['dʒɔ:ndis] n.黄疸；偏见；乖僻 vt.使怀偏见；使患黄疸

158 jay 1 [dʒei] n.鸟；松鸡；喋喋不休的人 n.(Jay)人名；(英)杰伊；(法)热

159 joint 1 [dʒɔint] n.关节；接缝；接合处，接合点；（牛，羊等的腿）大块肉 adj.共同的；连接的；联合的，合办的 vt.连接，贴
合；接合；使有接头 vi.贴合；生节 n.(Joint)人名；(法)茹安

160 keeps 1 ['kiː ps] n. 生计；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.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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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kremer 1 n. 克雷默

163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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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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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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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7 loss 1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
168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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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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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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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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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72 mike 1 n.扩音器，麦克风；话筒；休息,游手好闲 vi.使用扩音器；偷懒,游手好闲 vt.用扩音器传送；用窃听器窃听

173 molecular 1 [məu'lekjulə] adj.[化学]分子的；由分子组成的

174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75 Montpellier 1 [muŋpe'ljei] n.蒙彼利埃（法国南部城市）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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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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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mysterious 1 [mi'stiəriəs] adj.神秘的；不可思议的；难解的

179 n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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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none 1 [nʌn] pron.没有人；一个也没有；没有任何东西 adj.没有的，一点没有的 adv.决不，一点也不 n.(None)人名；(葡、罗)诺
内；(日)野根(姓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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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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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184 o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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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86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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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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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pers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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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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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points 1 [英[pɒɪnts] 美[pɔints]] n.点；目的（point的复数）；见解 v.指引；瞄准（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oints)人名；(英)波因
茨

192 positive 1 ['pɔzətiv, -zi-] adj.积极的；[数]正的，[医][化学]阳性的；确定的，肯定的；实际的，真实的；绝对的 n.正数；[摄]正片

193 possibility 1 [,pɔsə'biləti] n.可能性；可能发生的事物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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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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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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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198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99 red 1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
200 redness 1 ['rednis] n.红；红色

201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202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203 response 1 [ri'spɔns] n.响应；反应；回答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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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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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seemed 1 [siː m] vi. 似乎；好像

207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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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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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si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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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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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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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skin 1 [skin] n.皮肤；外皮 vt.剥皮 vi.愈合；长皮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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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Stat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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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stobbe 1 施托贝

217 strengthens 1 ['streŋθn] v. 加强；变坚固

218 struggled 1 ['strʌgəld] adj.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19 suggest 1 vt.提议，建议；启发；使人想起；显示；暗示

220 swelling 1 ['sweliŋ] n.肿胀；膨胀；增大；涨水 adj.膨胀的；肿大的；突起的 v.肿胀；膨胀；增多；趾高气扬（swell的ing形式）

221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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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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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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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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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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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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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tiredness 1 ['taiədnis] n.疲劳；疲倦

229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30 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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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turn 1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233 unclear 1 英 [ˌʌn'klɪə(r)] 美 [ˌʌn'klɪr] adj. 不清楚的；含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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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unpleasant 1 [,ʌn'plezənt] adj.讨厌的；使人不愉快的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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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238 version 1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239 versions 1 ['vɜ ʃːəns] n. 版本 名词version的复数形式.

240 vomit 1 ['vɔmit] vt.吐出；使……呕吐 vi.呕吐；吐出 n.呕吐；呕吐物；催吐剂

241 weakened 1 ['wiː kən] v. 使 ... 弱，削弱； 变弱； 弄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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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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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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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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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yellow 1 adj.黄色的；黄皮肤的 adj.胆小的 n.黄色；黄种人；黄色颜料 vi.变黄或发黄 vt.使变黄或发黄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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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