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8-16 [Health and Lifestyle] Simple Exercise Can Slow Memory
Los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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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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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ounts 1 [ə'kaʊnts] n. 帐目；叙述；账户；客户，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.

4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5 activity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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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ded 3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8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9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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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12 adults 3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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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erobic 2 [,eiə'rəubik] adj.需氧的；增氧健身法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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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fterward 1 ['ɑ:ftəwəd, 'æf-] adv.以后，后来

17 aging 1 ['eidʒiŋ] n.老化；陈化，熟化

18 Alzheimer 4 n. 老年痴呆症（亦称:Alzheimer's disease，阿兹海默症）

19 amyloid 2 ['æmilɔid] n.淀粉体；淀粉质食物 adj.含淀粉的；淀粉质的

20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1 and 1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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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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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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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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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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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29 assigned 1 [ə'saɪnd] v. 分配；转让；把…归因于（assig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 给定的；赋予的，已知的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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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 association 2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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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34 baker 7 ['beikə] n.面包师；面包工人；（便携式）烘炉

35 balance 1 ['bæləns] n.平衡；余额；匀称 vt.使平衡；结算；使相称 vi.保持平衡；相称；抵销 n.(Balance)人名；(西)巴兰塞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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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3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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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41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42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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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benefit 2 n.利益，好处；救济金 vt.有益于，对…有益 vi.受益，得益

44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45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46 bikes 1 [baɪk] n. 自行车；脚踏车；摩托车 vi. 骑自行车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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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blue 1 n.蓝色；[复数]（美国海、陆、空三军穿的）蓝色制服；蓝颜料；[theblue(s)][用作单数或复数]布鲁斯（歌曲）（一种伤
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.蓝色的；沮丧的，忧郁的；下流的 vt.把…染成蓝色；使成蓝色；给…用上蓝剂；用上蓝剂于 vi.变成
蓝色，呈蓝色 n.（英、西、意）布卢（人名）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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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bo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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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匈)博特

51 bought 1 [bɔ:t] v.买（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2 box 3 [bɔks] n.箱，盒子；包厢；一拳 vi.拳击 vt.拳击；装…入盒中；打耳光 n.(Box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博克斯

53 brain 5 [brein] n.头脑，智力；脑袋 vt.猛击…的头部 n.(Brain)人名；(英)布雷恩

54 brains 1 n.智力；脑髓（brain的复数）

55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56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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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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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all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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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alls 1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60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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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62 carrillo 2 n. 卡里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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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autioned 1 ['kɔː ʃn] n. 警告；慎重；戒备；吸引人眼球的人或物 vt. 警告；劝告

65 cells 1 ['selz] n. 单元；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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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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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69 circle 1 ['sə:kl] n.循环，周期；圆；圈子；圆形物 vi.盘旋，旋转；环行 vt.画圆圈；环绕…移动

70 classes 1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71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除；
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72 clearly 1 ['kliəli] adv.清晰地；明显地；无疑地；明净地

73 click 1 [klik] vt.点击；使发咔哒声 vi.作咔哒声 n.单击；滴答声

74 cognitive 2 ['kɔgnitiv] adj.认知的，认识的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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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commen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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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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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omparison 1 [kəm'pærisən] n.比较；对照；比喻；比较关系

79 completed 1 [kəm'pliː 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80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81 conference 1 n.会议；讨论；协商；联盟；（正式）讨论会；[工会、工党用语]（每年的）大会 vi.举行或参加（系列）会议

82 connection 1 n.连接；关系；人脉；连接件

83 covid 2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84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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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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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data 2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87 decline 2 [di'klain] n.下降；衰退；斜面 vi.下降；衰落；谢绝 vt.谢绝；婉拒

88 dementia 3 [di'menʃiə] n.[内科]痴呆

89 device 1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90 did 4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91 diet 2 ['daiət] n.饮食；食物；规定饮食 vi.节食 vt.[医]照规定饮食 n.(Diet)人名；(法)迪耶

92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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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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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96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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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doable 2 ['du:əbl] adj.可做的

98 doctors 2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99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100 doug 1 [daug] n.道格

101 dow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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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102 drug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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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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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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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107 electric 1 [i'lektrik] adj.电的；电动的；发电的；导电的；令人震惊的 n.电；电气车辆；带电体

108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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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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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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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14 even 4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115 everybody 2 ['evri,bədi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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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exercise 15 ['eksəsaiz] n.运动；练习；运用；操练；礼拜；典礼 vt.锻炼；练习；使用；使忙碌；使惊恐 vi.运动；练习

118 exerciser 1 ['eksəsaizə] n.做运动的人；肌肉锻练器具；试验程序

119 exercises 2 ['eksəsaiz] n.练习题，演习；运动

120 experienced 1 [ik'spiəriənst] adj.老练的，熟练的；富有经验的

121 explain 1 [ik'splein] v.说明；解释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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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failed 1 [feild] adj.已失败的，不成功的 v.失败，不成功（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24 felt 1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125 fin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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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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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flow 1 [fləu] vi.流动，涌流；川流不息；飘扬 vt.淹没，溢过 n.流动；流量；涨潮，泛滥 n.(Flow)人名；(英)弗洛

129 for 1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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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forest 1 ['fɔrist] vt.植树于，使成为森林 n.森林 n.(Forest)人名；(法)福雷；(英、西)福雷斯特

131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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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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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135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36 games 1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37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38 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
139 goo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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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google 1 [gu:gl] 谷歌；谷歌搜索引擎

141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142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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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145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146 gym 1 [dʒim] n.健身房；体育；体育馆

147 gymnasium 1 [dʒim'neiziəm] n.体育馆；健身房

148 gyms 1 n. 健身房；体育馆（gym的复数）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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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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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halfway 1 ['hɑ:f'wei] adv.到一半；在中途 adj.中途的；不彻底的

152 hard 2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153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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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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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health 3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56 healthy 3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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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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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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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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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161 helpful 1 ['helpful] adj.有帮助的；有益的

162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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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high 1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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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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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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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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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71 husband 1 ['hʌzbənd] vt.节约地使用（或管理） n.丈夫 n.(Husband)人名；(英)赫斯本德

172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73 illness 1 ['ilnis] n.病；疾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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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image 1 ['imidʒ] n.影像；想象；肖像；偶像 vt.想象；反映；象征；作…的像 n.(Image)人名；(法)伊马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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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impairment 1 [im'pɛəmənt] n.损伤，损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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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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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9 inactive 1 [in'æktiv] adj.不活跃的；不活动的；怠惰的；闲置的

180 increa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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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inflammation 1 [,inflə'meiʃən] n.[病理]炎症；[医]发炎；燃烧；发火

182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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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interesting 1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
185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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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7 is 1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88 isolated 1 ['aisəleitid] adj.孤立的；分离的；单独的；[电]绝缘的 v.使孤立；使绝缘；脱离（isolate的过去分词）

189 isolation 1 ['aisə'leiʃən] n.隔离；孤立；[电]绝缘；[化学]离析

190 i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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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192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93 j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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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keep 2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195 ki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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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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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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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Laura 1 ['lɔ:rə] n.劳拉（女子名）

200 lauran 1 劳兰

201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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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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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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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206 li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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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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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login 1 英 ['lɒɡɪn] 美 ['lɔː ɡɪn] n. 登录；注册

209 long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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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0 longest 1 ['lɔŋgist, 'lɔ:ŋ-] adj.最长的 n.(Longest)人名；(英)朗格斯特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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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lungs 1 ['lʌŋz] n. 肺 lung的复数.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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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215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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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Maria 1 [riə; 'mεəriə] n.玛丽亚（女名）

217 marks 1 [ma:rks] n.标记，记号；唛头，分数；台面标志 n.(Marks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瑞典、西、捷)马克斯；(俄)马克思

218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219 maxwell 1 ['mækswəl] n.麦克斯韦（磁通量单位）

220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221 mci 3 abbr. 媒体控制接口(=media control interface) abbr. 兆居里(放射性强度单位=megacurie)

222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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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225 medicine 2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226 memory 6 ['meməri] n.记忆，记忆力；内存，[计]存储器；回忆 n.(Memory)人名；(英)梅默里

227 mental 3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228 migh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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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mild 2 [maild] adj.温和的；轻微的；淡味的；文雅的；不含有害物质的的 n.（英国的一种）淡味麦芽啤酒 n.(Mild)人名；(瑞典)
米尔德；(德、捷、芬)米尔德

230 minutes 2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
231 misfolded 1 错误折叠的

232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33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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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movements 1 ['muːvmənts] n. 动作

236 moving 2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237 much 1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238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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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0 neergaard 1 内高

241 neither 1 ['naiðə, 'ni:-] conj.也不；既不 adv.两个都不；既不……也不 adj.两者都不的 pron.两者都不

242 nerve 1 [nə:v] n.神经；勇气；[植]叶脉 vt.鼓起勇气

243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44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245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246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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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249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250 officer 1 ['ɔfisə, 'ɔ:-] n.军官，警官；公务员，政府官员；船长 vt.指挥 n.(Officer)人名；(英)奥菲瑟

251 officially 1 [ə'fiʃəli] adv.正式地；官方地；作为公务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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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Older 4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254 O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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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256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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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or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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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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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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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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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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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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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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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participant 2 [pɑ:'tisipənt] adj.参与的；有关系的 n.参与者；关系者

267 participants 3 [pɑ 'ːtɪsɪpənts] adj. 有份的；n

268 patients 3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269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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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physical 2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272 picture 1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
273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274 plaque 1 [plɑ:k, plæk] n.匾；血小板；饰板

275 plaques 1 [p'lɑːks] 小半鞘翅

276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77 prescribe 1 [pris'kraib] vi.规定；开药方 vt.规定；开处方

278 prescribing 1 [prɪ'skraɪb] v. 开处方；规定，命令，指示；限制，限定

279 presented 1 ['preznt] n. 礼物；现在 adj. 出席的；现在的；当前的；存在的 v. 提出；赠送；呈现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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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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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priced 1 [praist] adj.[物价]附有定价的 v.给…定价（price的过去分词）

283 problems 3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284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285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286 progression 1 [prəu'greʃən] n.前进；连续

287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288 proteins 1 [p'rəʊtiː nz] 蛋白质

289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290 rates 1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
291 re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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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93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94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95 reduce 2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296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297 remedy 1 ['remidi] vt.补救；治疗；纠正 n.补救；治疗；赔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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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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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research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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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301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302 researchers 2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303 rest 1 [rest] vt.使休息，使轻松；把…寄托于 n.休息，静止；休息时间；剩余部分；支架 vi.休息；静止；依赖；安置 n.(Rest)人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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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305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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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risk 3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308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309 Russell 2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310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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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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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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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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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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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se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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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seniors 3 ['siː njəz] n. 上级；老人 名词senior的复数形式.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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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9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320 s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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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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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323 shrinkage 1 ['ʃriŋkidʒ] n.收缩；减低

324 shut 1 [ʃʌt] vt.关闭；停业；幽禁 vi.关上；停止营业 n.关闭 adj.关闭的；围绕的 n.(Shut)人名；(俄)舒特；(中)室(广东话·威妥玛)

325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326 similarly 1 ['similəli] adv.同样地；类似于

327 simple 3 ['simpl] adj.简单的；单纯的；天真的 n.笨蛋；愚蠢的行为；出身低微者 n.(Simple)人名；(法)桑普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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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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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slow 2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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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social 6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333 socially 1 ['səuʃəli] adv.在社会上；在社交方面；善于交际地

334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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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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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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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starts 1 [s'tɑ tːs] v. 开始；启动；开创（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开始；开创（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）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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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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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steps 2 n.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（=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）；台阶，步骤（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）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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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strategies 1 ['strætədʒi] n. 策略；战略

345 strategy 1 ['strætidʒi] n.战略，策略

346 strengthening 1 ['streŋθənɪŋ] n. 加固 动词strength的现在分词.

347 stretching 4 ['stretʃɪŋ] n. 拉伸 动词stretch的现在分词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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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8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349 study 1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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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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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suggest 1 vt.提议，建议；启发；使人想起；显示；暗示

352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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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supported 1 [sə'pɔː tɪd] adj.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55 supposed 3 [sə'pəuzd] adj.假定的；被信以为真的；想象上的 v.假定（suppose的过去分词）

356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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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8 suspects 1 [sə'spekt] v. 怀疑；猜想 n. 嫌疑犯 adj. 可疑的；不可信的

359 sweat 1 [swet] vt.使出汗；流出；使干苦活；剥削；藉出汗减轻；焦急地期待 n.汗；水珠；焦急；苦差使 vi.出汗；辛苦工作；
懊恼；结水珠

360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61 targets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 rː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
362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363 term 2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364 testing 1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
365 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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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the 4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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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369 therapy 1 ['θerəpi] n.治疗，疗法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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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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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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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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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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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378 to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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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79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80 tracking 1 ['trækiŋ] n.追踪，跟踪 v.跟踪（track的ing形式）

381 trainers 3 [t'reɪnəz] n. 教练员； 练习器； <英>运动鞋 名词trainer的复数形式

382 treadmill 1 ['tredmil] n.踏车，跑步机；单调的工作

383 treatment 1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384 twitter 1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
385 unable 1 [ʌn'eibl] adj.不会的，不能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；不能胜任的

386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387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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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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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urgency 1 ['ə:dʒənsi] n.紧急；催促；紧急的事

391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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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Verona 1 [və'rəunə] n.维罗那（意大利城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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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3 video 1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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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volume 1 ['vɔlju:m] n.量；体积；卷；音量；大量；册 adj.大量的 vi.成团卷起 vt.把…收集成卷

396 wake 1 vi.醒来；唤醒；警觉 vt.叫醒；激发 n.尾迹；守夜；守丧 n.(Wake)人名；(英)韦克
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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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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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401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4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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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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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404 whether 3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405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406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407 wife 2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
408 Wisconsin 1 [wis'kɔnsin] n.威斯康星州（美国州名）

409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410 without 2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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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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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13 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14 works 2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415 worsened 1 英 ['wɜːsn] 美 ['wɜ rːsn] v. (使)更坏；（使) 恶化

416 worsening 1 ['wə:səniŋ] n.恶化；变坏 adj.日益恶化的 v.恶化（worsen的ing形式）；使变得更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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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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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420 yet 2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421 ymcas 1 n.Young Men's Christian Association 基督教青年会( YMCA的名词复数 )

422 you 6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423 your 4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424 youth 1 n.青年；青春；年轻；青少年时期 n.(Youth)《芳华》（电影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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