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8-14 [Health and Lifestyle] Study_ Coronaviruses Infect
66,000 Yearly in Southeast Asi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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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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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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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6 aid 1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
7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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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0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1 an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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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tibody 1 ['ænti,bɔdi] n.[免疫]抗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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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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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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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sia 4 ['eiʃə] n.亚洲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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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 bat 5 [bæt] n.蝙蝠；球棒；球拍；批处理文件的扩展名 vt.用球棒击球；击球率达… vi.轮到击球；用球棒击球 n.(Bat)人名；(蒙、
英)巴特

20 bat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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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22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23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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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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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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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Caen 1 [si:n] n.卡昂（法国卡尔瓦多斯省的省会城市）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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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carriers 1 ['kæriəz] 载体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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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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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centered 1 ['sentəd] adj.居中的；有圆心的 v.集中；居中（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34 china 3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35 collecting 1 [kə'lekt] v. 收集；聚集；募捐；运走；使（自己）镇定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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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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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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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omm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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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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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communications 1 英 [kəmjuːnɪ'keɪʃ(ə)nz] 美 [kə̩ mjuːnɪ'keɪʃənz] n. 通信技术；通讯设备 名词communica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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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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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44 coronaviruses 5 n.冠状病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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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ov 1 (=coefficient of variance) 变异系数

47 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
48 covid 5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49 crossed 1 [krɔst] adj.交叉的；划掉的；十字形的 v.交叉；越过（cro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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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data 3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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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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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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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efforts 2 ['efəts] 努力

57 e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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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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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environments 1 [en'vaɪərənmənts] 环境

60 estimate 1 ['estimeit] vi.估计，估价 n.估计，估价；判断，看法 vt.估计，估量；判断，评价

61 explanation 1 [,eksplə'neiʃən] n.说明，解释；辩解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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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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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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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66 for 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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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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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71 greatest 1 ['greɪtɪst] adj. 最大的 形容词great的最高级.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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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3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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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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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76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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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host 2 [həust] n.[计]主机；主人；主持人；许多 vt.主持；当主人招待 vi.群集；做主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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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human 2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81 humans 1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82 identified 3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83 i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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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4 infect 2 [in'fekt] vt.感染，传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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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infected 1 [in'fektid] adj.被感染的 v.传染（infec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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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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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investigated 1 [ɪn'vestɪɡeɪt] v. 调查；研究

89 involv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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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0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1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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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journal 1 ['dʒə:nəl] n.日报，杂志；日记；分类账

93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94 jumping 1 ['dʒʌmpiŋ] adj.跳跃的 n.障碍 vi.跳（jump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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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97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98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克；
(匈)洛克

99 Laos 1 [laus; 'lɑ:əus] n.老挝

100 l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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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Le 1 abbr.务实贸易（LaborExchange）；低爆速炸药（LowExplosive）；职业介绍所（LabourExchange） n.(Le)人名；(柬)莱；
(缅)礼；(老)勒；(俄)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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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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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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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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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mapping 1 ['mæpiŋ] v.绘图；筹划（map的ing形式） n.地图；绘图；[数]映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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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million 2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
111 model 1 ['mɔdəl] n.模型；典型；模范；模特儿；样式 vt.模拟；塑造；模仿 vi.做模型；做模特儿 adj.模范的；作模型用的 n.
(Model)人名；(德、俄、英)莫德尔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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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Myanmar 1 ['mjænmɑ:] n.缅甸（东南亚国家）

114 nature 3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115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116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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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Normandy 1 ['nɔ:mən'di] n.诺曼底（法国一地区）

119 northeastern 1 [,nɔ:θ'i:stən] adj.在东北的；东北方的；来自东北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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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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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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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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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of 1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25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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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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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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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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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origin 1 ['ɔridʒin, 'ɔ:-] n.起源；原点；出身；开端

130 origins 3 ['ɒrɪdʒɪnz] n. 起源 名词origin的复数形式.

131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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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ov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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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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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passing 1 ['pɑ:siŋ, 'pæs-] adj.经过的；目前的；及格的；短暂的 n.经过；及格；流逝；去世 adv.非常 v.通过；及格；许可；传送
（pass的ing形式） n.(Passing)人名；(德)帕辛

136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37 peter 1 vt.逐渐消失；耗尽 vi.使…精疲力竭 n.麻醉品；保险箱 n.彼得(男子名)

138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139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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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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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published 2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143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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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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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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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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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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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49 researchers 3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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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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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sa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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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SARS 5 英 [sɑːz] 美 [sɑ rːz] abbr. 非典型肺炎(=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)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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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157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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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served 1 英 [sɜːv] 美 [sɜ rː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
160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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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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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southeast 4 [,sauθ'i:st] adj.东南的；来自东南的 n.东南；东南地区 adv.来自东南

164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165 species 3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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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square 1 [skwεə] adj.平方的；正方形的；直角的；正直的 vt.使成方形；与…一致 vi.一致；成方形 n.平方；广场；正方形 adv.成
直角地

168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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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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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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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study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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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substantially 1 [səb'stænʃəli] adv.实质上；大体上；充分地

173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174 suggested 2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5 suggests 2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176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177 team 2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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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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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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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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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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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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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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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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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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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to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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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89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190 trade 1 [treid] n.贸易，交易；行业；职业 vi.交易，买卖；以物易物 vt.用…进行交换

191 transmission 1 [trænz'miʃən, træns-, trɑ:n-] n.传动装置，[机]变速器；传递；传送；播送

192 transmissions 2 传动

193 underestimated 1 [ˌʌndər'estɪmeɪt] n. 低估 v. 低估

194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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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197 Vietnam 1 n.越南（东南亚国家）

198 viral 1 [ˈvaɪrəl] adj.病毒性的

199 virologist 1 [vaiə'rɔlədʒəst] n.滤过性病原体学者

200 viruses 2 ['vaɪərəsɪz] n. 病毒 名词virus的复数形式.

201 visited 1 v.拜访，访问（visit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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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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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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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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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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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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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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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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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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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wildlife 1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214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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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6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17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18 writers 1 ['raɪtəz] 作家

219 Wuhan 1 ['wu:'hɑ:n] n.武汉（中国湖北省省会）

220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21 yearly 2 ['jə:li, 'jiə-] adj.每年的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 n.年刊；年鉴

222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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