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8-04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VR Technology Helps Doctors
Successfully Separate Joined Twins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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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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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tual 1 ['æktʃuəl] adj.真实的，实际的；现行的，目前的

4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5 added 4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6 advised 1 [əd'vaizd] adj.考虑过的；细想过的 v.建议（advise的过去分词）；劝告

7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8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9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0 anatomy 2 [ə'nætəmi] n.解剖；解剖学；剖析；骨骼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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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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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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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rranged 1 [ə'reɪndʒd] adj. 安排的；准备的 动词arr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 Arthur 2 ['ɑ:θə] n.亚瑟（男子名）；亚瑟王（传说中六世纪前后英国的国王，圆桌骑士团的首领）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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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t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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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 attempted 1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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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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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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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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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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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ernardo 2 n. 伯纳多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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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od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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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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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oys 5 n.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.

31 brain 6 [brein] n.头脑，智力；脑袋 vt.猛击…的头部 n.(Brain)人名；(英)布雷恩

32 Brazil 5 [brə'zil] n.巴西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33 bringing 1 [briŋ] vt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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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ritain 3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35 British 1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36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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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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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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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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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ared 1 英 [keə(r)] 美 [ker] v. 关心；担忧；照顾；喜爱；介意；倾向于；愿望；在乎 n. 小心；照料；忧虑；注意；护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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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carried 1 ['kærid] adj.被运的；入神的；忘我的 v.保持（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搬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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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
45 charity 3 ['tʃærəti] n.慈善；施舍；慈善团体；宽容；施舍物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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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7 children 2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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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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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51 complex 1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52 computer 2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53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54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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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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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
58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59 creator 1 [kri'eitə] n.创造者；创建者

60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61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62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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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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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66 digital 1 ['didʒitəl] adj.数字的；手指的 n.数字；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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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d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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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doctors 5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70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71 electronic 1 adj.电子的 n.电子电路；电子器件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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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74 environments 1 [en'vaɪərənmənts] 环境

75 equipment 2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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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
78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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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explained 1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
81 expressed 1 [ɪk'spres] n. 快车；快递；专使 adj. 明确的；急速的；直接的 adv. 用快递 vt. 表达；表示；挤压出；快递

82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83 feel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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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field 1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85 final 1 ['fainl] adj.最终的；决定性的；不可更改的 n.决赛；期末考试；当日报纸的末版

86 finally 1 ['fainəli] adv.最后；终于；决定性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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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financed 1 ['faɪnæns] n. 金融；财政；资金 vt. 给 ... 提供资金；负担经费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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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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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forward 1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
92 four 2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93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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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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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further 1 ['fə:ðə] adv.进一步地；而且；更远地 adj.更远的；深一层的 vt.促进，助长；增进

97 gemini 3 ['dʒeminai] n.双生子；双胎

98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99 grateful 1 ['greitful] adj.感谢的；令人愉快的，宜人的

100 gratitude 2 n.感谢（的心情）；感激

101 great 2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102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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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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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happiness 1 ['hæpinis] n.幸福

105 hardest 1 ['hɑːdɪst] adv. 极难地 adj. 最难的 形容词hard的最高级.

106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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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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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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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hea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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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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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headsets 1 n.戴在头上的耳机或听筒( headset的名词复数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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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hea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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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help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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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115 helps 2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16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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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hospital 3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119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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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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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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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in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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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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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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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intense 1 [in'tens] adj.强烈的；紧张的；非常的；热情的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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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involved 2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29 involving 3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130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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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i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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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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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joined 5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34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135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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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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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lasted 1 ['lɑːstɪd] adj. 持续的 动词la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38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139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40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41 Lima 2 ['li:mə] n.利马（秘鲁首都）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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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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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145 long 1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146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147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148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49 machine 1 [mə'ʃi:n] n.机械，机器；机构；机械般工作的人 vt.用机器制造 n.(Machine)人名；(意)马基内

150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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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man 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153 map 1 [mæp] vt.映射；计划；绘制地图；确定基因在染色体中的位置 n.地图；示意图；染色体图 vi.基因被安置 n.(Map)人名；
(法)马普

154 Mars 1 [mɑ:z] n.战神；[天]火星

155 meaning 1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
156 media 2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157 medical 5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58 methods 1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159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60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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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以)莫雷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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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mother 2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
164 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
165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66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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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69 Niemeyer 1 n.(Niemeyer)人名；(英)尼迈耶；(德、葡)尼迈尔

170 noor 1 努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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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172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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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objects 1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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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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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oldest 1 ['əuldist] adj.最老的（old的最高级）；最旧的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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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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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operation 4 [,ɔpə'reiʃən] n.操作；经营；[外科]手术；[数][计]运算

182 operations 5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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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185 Ormond 1 n.(Ormond)人名；(英、意)奥蒙德；(法)奥蒙

186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87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88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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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owase 1 尾鹫(姓,日本)

190 pa 2 [pɑ:, pɔ:] n.爸爸（口语） n.(Pa)人名；(中)巴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、缅)巴

191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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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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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past 3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195 Paulo 1 n.保罗（男子名）

196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97 performed 1 英 [pə'fɔː m] 美 [pər'fɔː 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198 performing 1 [pə'fɔ:miŋ] adj.表演的；履行的 v.表演（perform的ing形式）；履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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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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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presse 1 Die Presse (German-Neue Freie Presse)-Vienna's Press (德语)维也纳通信社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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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205 purpose 1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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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208 read 1 [ri:d] vt.阅读；读懂，理解 vi.读；读起来 n.阅读；读物 adj.有学问的 n.(Read)人名；(英)里德

209 real 3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210 reality 3 [ri'æləti, ri:-] n.现实；实际；真实

211 really 3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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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reassure 1 [,ri:ə'ʃuə] vt.使…安心，使消除疑虑

214 reassuring 1 [,ri:ə'ʃuəriŋ] adj.安心的；可靠的；鼓气的 v.使放心（reassure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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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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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6 relief 1 n.救济；减轻，解除；安慰；浮雕

217 replies 1 [rɪ'plaɪ] v. 回答；答复；回应 n. 回答；答复

218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219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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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Rio 1 ['ri:əu] n.里约（巴西共和国的旧首都）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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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risky 1 ['riski] adj.危险的；冒险的；（作品等）有伤风化的

224 rural 1 ['ruərəl] adj.农村的，乡下的；田园的，有乡村风味的

225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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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same 2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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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scan 1 [skæn] vt.扫描；浏览；细看；详细调查；标出格律 vi.扫描；扫掠 n.扫描；浏览；审视；细看

229 scans 1 n. 达成必须技能秘书委员会(=Secretary's Commission on Achieving Necessary Skills)

230 scientific 1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
231 se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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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separat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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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separated 1 ['sepəreitid] adj.分开的；分居；不在一起生活的 v.分开；隔开（sepa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4 separating 1 ['sepəreɪtɪŋ] adj. 分开的；分离的 动词separate的现在分词.

235 separation 4 [,sepə'reiʃən] n.分离，分开；间隔，距离；[法]分居；缺口

236 separations 1 [sepə'reɪʃnz] 离析物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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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239 shared 3 英 [ʃeəd] 美 [ʃerd] adj. 共享的；共用的 v. 分享，共享；分配；共有（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0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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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1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242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43 simulate 2 ['simjuleit] vt.模仿；假装；冒充 adj.模仿的；假装的

244 simulated 1 ['simjuleitid] adj.模拟的；模仿的；仿造的 v.模仿（simulate的变形）；假装

245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246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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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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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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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speaking 1 ['spi:kiŋ] adj.演讲的；富于表情的，雄辩的 n.说话；演讲 v.讲（speak的ing形式）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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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specializes 1 ['speʃəlaɪz] v. 专攻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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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255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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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street 1 [stri:t] n.街道 adj.街道的 n.(Street)人名；(英、葡)斯特里特；(德)施特雷特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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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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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stuff 1 [stʌf] n.东西；材料；填充物；素材资料 vt.塞满；填塞；让吃饱 vi.吃得过多

260 successful 3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
261 successfully 2 [sək'sesfəli] adv.成功地；顺利地

262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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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surgeons 1 ['sɜːdʒənz] n. 外科医生

265 surgeries 5 英 ['sɜːdʒəri] 美 ['sɜ rːdʒəri] n. 外科手术；外科；诊所；手术室

266 surgery 4 ['sə:dʒəri] n.外科；外科手术；手术室；诊疗室

267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68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269 teams 4 [tiː m] n. 队；组 v. 使相配；使合作；结成一队 adj. 团队的

270 technology 6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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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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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the 5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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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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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78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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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thi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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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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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ti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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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tissue 3 n.组织；纸巾；薄纱；一套 vt.饰以薄纱；用化妆纸揩去

284 to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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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5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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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training 2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288 trial 1 ['traiəl] n.试验；审讯；努力；磨炼 adj.试验的；审讯的 n.(Trial)人名；(法)特里亚尔

289 tr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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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tubes 1 英 [tjuːb] 美 [tuːb] n. 管子；管状物；<英>地铁；电视；管状器官 v. 提供或装上管子

291 twin 1 [twin] vt.使成对 n.双胞胎中一人 adj.双胞胎的 vi.成对；生双胞胎 n.(Twin)人名；(英)特温

292 twins 11 [twins] n.双生子，双胞胎（twin的复数）

293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94 UL 1 abbr. 美国保险商实验所(=Underwriters' Laboratories)

295 unsuccessful 1 [,ʌnsək'sesful] adj.不成功的；失败的

296 untwined 3 英 ['ʌn'twaɪn] 美 [ʌn'twaɪn] vt. 解开(散开)

297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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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us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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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used 6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301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02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303 vein 1 [vein] n.血管；叶脉；[地质]岩脉；纹理；翅脉；性情 vt.使成脉络；象脉络般分布于 n.(Vein)人名；(英)维因；(塞)魏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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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veins 1 ['veɪnz] n. 纹理 名词vein的复数形式.

305 virtual 3 adj.[计]虚拟的；实质上的，事实上的（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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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VR 8 abbr. 虚拟现实(=virtual reality)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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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10 ways 2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311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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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were 8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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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15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16 wonderful 1 adj.极好的，精彩的，绝妙的；奇妙的；美妙；胜；神妙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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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8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319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20 worrying 1 ['wʌriiŋ, -'wə:-] adj.令人担心的；烦恼的 v.担心（worry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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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23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24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325 you 5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26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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