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2-07-26 [Health and Lifestyle] Drug-resistant Infections, Deaths
Rose in 2020 词汇表
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2 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3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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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7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8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9 and 1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10 antibiotic 1 [,æntibai'ɔtik] adj.抗生的；抗菌的 n.抗生素，抗菌素
11 antibiotics 4 [ˌæntɪbaɪ'ɒtɪks] n. 抗生素
12 antimicrobial 1 [,æntimai'krəubiəl] n.[药]抗菌剂；杀菌剂 adj.抗菌的
13 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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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 appeared 2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5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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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 arjun 1 n. 阿琼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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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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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9 bacteria 2 [bæk'tiəriə] n.[微]细菌
20 bacterial 2 [bæk'tiriəl] adj.[微]细菌的
21 bacterium 1 [bæk'tiəriəm] n.[微]细菌；杆菌属
22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23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24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25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26 bodies 1 英 ['bɒdi] 美 ['bɑːdi] n. 身体；主体；正文；主要部分；尸体；躯体；团体 v. 赋…以形体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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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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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

匈)博特

breathe 1 [bri:ð] vi.呼吸；低语；松口气；（风）轻拂 vt.呼吸；使喘息；流露；低声说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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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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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 called 2 [kɔːl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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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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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

的）食品罐头

careful 1 ['kεəful] adj.仔细的，小心的
36 catheter 1 ['kæθitə] n.[医]导管；导尿管；尿液管
37 catheters 1 导管
38 CDC 6 abbr. 疾病控制中心(=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)
39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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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42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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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comment 3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44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45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46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47 covid 4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48 cre 1 [ˌsiːɑːr'iː] n. 抗腐蚀剂
49 credited 1 [k'redɪtɪd] v. 记入贷方；信用 vbl. 记入贷方；信用
50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51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52 deaths 4 ['deθs] 死亡人口
53 decrease 1 [di'kri:s, 'di:-, 'di:kri:s, di'k-] n.减少，减小；减少量 vi.减少，减小 vt.减少，减小
54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55 device 1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56 devices 2 [dɪ'vaɪsɪz] n. 设备
57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58 directly 1 [英 [dəˈ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59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60 diseases 1 [dɪ'ziːzɪz] 病害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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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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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cto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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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 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64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65 down 2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62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dr 2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67 dropped 1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68 drug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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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9 drugs 2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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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1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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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3 English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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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4 en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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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5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76 Evans 2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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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6

佩
78

fell

1 [fel] adj.凶猛的；毁灭性的 vt.砍伐；打倒；击倒 n.[林]一季所伐的木材；折缝；兽皮 v.掉下；摔倒；下垂；变坏（fall的过
去式） n.(Fe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费尔

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80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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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9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luid 1 ['flu(:)id] adj.流动的；流畅的；不固定的 n.流体；液体
82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83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84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85 fungal 1 ['fʌŋgəl] adj.真菌的（等于fungous）
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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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ungi 1 ['fʌŋgai] n.真菌；菌类；蘑菇（fungus的复数） n.(Fungi)人名；(意)丰吉
87 gain 1 [gein] n.增加；利润；收获 vt.获得；增加；赚到 vi.增加；获利 n.(Gain)人名；(英、匈、法)盖恩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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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86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90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91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92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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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4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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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5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96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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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98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99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100 hospital 2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101 hospitalization 1 [,hɔspitəlai'zeiʃən, -li'zei-] n.住院治疗；医院收容；住院保险（等于hospitalizationinsurance）
102 hospitalized 1 英 ['hɒspɪtəlaɪz] 美 ['hɑːspɪtəlaɪz] vt. 就医；使住院
103 hospitals 1 ['hɒspɪtlz] 医院
104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105 i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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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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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107 increa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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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8 increased 2 [ɪn'kriː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09 increases 2 [ɪn'kriːs] v. 增加；提高 n. 增加；增强；提高
110 infections 8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111 infectious 1 [in'fekʃəs] adj.传染的；传染性的；易传染的
112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113 injects 1 [ɪn'dʒekt] v. 注射；注入；引入；插入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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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5 is 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116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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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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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Jonathan 2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118 kill 2 [kil] vt.杀死；扼杀；使终止；抵消 vi.杀死 n.杀戮；屠杀 adj.致命的；致死的 n.(Kill)人名；(德)基尔
119 kinds 3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120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121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122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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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3 made 1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124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125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117

威；进行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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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127 medical 3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128 medicine 2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129 message 1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1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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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icrobes 1 ['maɪkrəʊbz] n. 微生物 名词microbe的复数形式.
131 microorganisms 2 [mɪk'rɔːɡənɪzəmz] 微生物
132 m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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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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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4 misuse 1 [,mis'ju:z, ,mis'ju:s] vt.滥用；误用；虐待 n.滥用；误用；虐待
135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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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30

以)莫雷

mrsa 1 [ˌemɑːres'eɪ] abbr. 耐甲氧西林金葡菌(=methicillin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)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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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8 nightmare 1 ['naitmεə] n.恶梦；梦魇般的经历 adj.可怕的；噩梦似的
139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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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41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142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143 officially 1 [ə'fiʃəli] adv.正式地；官方地；作为公务员
144 officials 5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145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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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6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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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7 opposite 1 ['ɔpəzit, -sit] adj.相反的；对面的；对立的 n.对立面；反义词 prep.在…的对面 adv.在对面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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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9 organisms 1 有机体
150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151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152 pandemic 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153 patients 5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154 percent 3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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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6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157 prescription 1 [pris'kripʃən] n.药方；指示；惯例 adj.凭处方方可购买的
158 prescriptions 1 [prɪsk'rɪpʃnz] 方例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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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46
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prevention 1 [pri'venʃən, pri:-] n.预防；阻止；妨碍
161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162 reasons 1 ['riː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163 receiv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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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64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165 replies 1 [rɪ'plaɪ] v. 回答；答复；回应 n. 回答；答复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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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7 reported 3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168 resist 1 [ri'zist] vi.抵抗，抗拒；忍耐 vt.抵抗；忍耐，忍住 n.[助剂]抗蚀剂；防染剂
169 resistance 1 [ri'zistəns] n.阻力；电阻；抵抗；反抗；抵抗力
170 resistant 4 [ri'zistənt] adj.抵抗的，反抗的；顽固的 n.抵抗者
171 return 1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172 reversal 2 [ri'və:səl] n.逆转；[摄]反转；[法]撤销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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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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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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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

rose 1 n.玫瑰；粉红色；蔷薇（花）；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.玫瑰花的；玫瑰色的；粉红色的；带有玫瑰香味的 vt.使成玫瑰色，
使（面颊）发红；使有玫瑰香味 vi.起义(rise的过去式)；升起；（数量）增加；休会

176

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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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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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8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179 separating 1 ['sepəreɪtɪŋ] adj. 分开的；分离的 动词separate的现在分词.
180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181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182 shocking 1 ['ʃɔkiŋ] adj.令人震惊的；可怕的，令人厌恶的；糟糕的 v.感到震惊；震动；冲突（shock的ing形式）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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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4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185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186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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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8 srinivasan 2 斯里尼瓦桑
189 startling 2 ['stɑ:tliŋ] adj.令人吃惊的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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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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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2 stobbe 1 施托贝
193 stor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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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4 stronger 1 [英[strɒŋə(r)] 美[strɒŋə]] adj.更强壮的
195 surprising 1 [sə'praiziŋ] adj.令人惊讶的；意外的 v.使惊奇；意外发现（surprise的ing形式）
196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197 tells 1 [tel] v. 告诉；吩咐；讲述；表达；辨别；判断；泄露；告发；产生效果
198 t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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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9 the 2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00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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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2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203 think 2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204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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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5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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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7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20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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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treated 1 [triːtɪd] v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 vbl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
209 tub 1 [tʌb] n.浴盆；桶 vt.把…装入桶；为…洗盆浴 vi.洗盆浴；（衣服等）被放在桶里洗
210 unfinished 1 [,ʌn'finiʃt] adj.未完成的
211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212 unnecessary 1 [,ʌn'nesəsəri] adj.不必要的；多余的，无用的
213 us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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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4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215 ventilator 1 n.通风设备；换气扇；【医】呼吸机
216 ventilators 1 ['ventɪleɪtəz] 通气孔
217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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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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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9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2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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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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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1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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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3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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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0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225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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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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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28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229 written 1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230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231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232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2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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