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1-16 [Health and Lifestyle] For First Time, Doctors Treat
Deadly Disease Before Birt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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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epted 1 [ək'septid] adj.公认的；录取的；可接受的；已承兑的 v.接受（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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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tive 1 ['æktiv] adj.积极的；活跃的；主动的；有效的；现役的 n.主动语态；积极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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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dition 2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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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ffected 2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9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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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2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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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mazes 1 [ə'meɪz] vt. 使吃惊；使惊异 vi. 惊讶 n. 吃惊；好奇

14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5 and 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6 andrew 2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17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18 antibodies 1 ['æntɪ̩ bɒdɪz] n. 抗体；免疫体 名词antibody的复数形式.

19 ap 1 abbr.美国联合通讯社（AssociatedPress）；空气污染（AirPollution）；大气规划（AirProgram）；汇编程序
（AssemblyProgram） n.(Ap)人名；(中)鸭(广东话·威妥玛)

20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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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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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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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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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yla 11 n. 艾拉

25 babies 3 ['beɪbi] n. 婴儿；宝贝儿；孩子气的人 adj. 婴儿的；小型的 vt. 溺爱

26 baby 1 ['beibi] n.婴儿，婴孩；孩子气的人 vt.纵容，娇纵；把……当婴儿般对待 adj.婴儿的；幼小的 n.(Baby)人名；(法、葡)巴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
27 bashir 1 巴希尔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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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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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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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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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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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iochemical 1 [,baiəu'kemikəl] adj.生物化学的

35 birth 1 [bɑ:θ] n.出生；血统，出身；起源

36 blessed 2 ['blesid] adj.幸福的；受祝福的；神圣的 v.祝福（bless的过去分词）

37 block 1 n.块；街区；大厦；障碍物 vt.阻止；阻塞；限制；封盖 adj.成批的，大块的；交通堵塞的 n.(Blo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芬、罗)布洛克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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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od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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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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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bor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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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breaks 1 [b'reɪks] n. 断裂 名词break的复数形式.

42 breathing 1 ['bri:ðiŋ] n.呼吸；瞬间；微风 adj.呼吸的；逼真的 v.呼吸（breathe的现在分词）

43 builds 1 [bɪld] v. 建造；开发；创建；逐渐增强 n. 体格；身材

44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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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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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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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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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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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ase 2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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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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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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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enter 1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56 chakraborty 1 查克拉博蒂

57 changes 2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58 chemical 1 ['kemikəl] n.化学制品，化学药品 adj.化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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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hristina 1 [kri'sti:nə] n.克里斯蒂娜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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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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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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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completing 1 [kəm'pliː t] adj. 完整的；完成的；彻底的 vt. 完成；使完美；使圆满；填（表格等）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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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connecting 1 [kə'nektiŋ] n.连接；管接头，套管 adj.[计]连接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ing形式）

68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69 cord 2 [kɔ:d] n.绳索；束缚 vt.用绳子捆绑 n.(Cord)人名；(法)科尔；(英)科德

70 couple 1 ['kʌpl] n.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结合；成婚 vt.结合；连接；连合 n.(Couple)人名；(法)库普勒

71 crawl 2 [krɔ:l] vi.爬行；匍匐行进 vt.爬行；缓慢地行进 n.爬行；养鱼池；匍匐而行

72 dangerously 1 ['deindʒərəsli] adv.危险地；不安全

73 daughter 2 ['dɔ:tə] n.女儿；[遗][农学]子代 adj.女儿的；子代的

74 daughters 1 n. 多特斯

75 deadly 1 ['dedli] adj.致命的；非常的；死一般的 adv.非常；如死一般地

76 delivered 1 [dɪ'lɪvəd] adj. 已交付的，已交货的；已送达的 v. 递送；发表（演讲）；交付（deli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77 delivering 1 v.发表（deliver的ing形式）；投递

78 demonstrate 1 ['demənstreit] vt.证明；展示；论证 vi.示威

79 describes 1 [dɪ'skraɪb] vt. 描述；说成；形容；画(尤指几何图形)

80 determined 1 [di'tə:mind] adj.决定了的；坚决的 v.决定；断定（determine的过去分词）

81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82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83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84 die 1 [dai] vi.死亡；凋零；熄灭 vt.死，死于… n.冲模，钢模；骰子 n.(Die)人名；(西)迭；(阿拉伯)迪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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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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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disease 6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88 disorder 2 [dis'ɔ:də] n.混乱；骚乱 vt.使失调；扰乱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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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doctors 4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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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dr 4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93 drugs 1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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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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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early 2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97 effective 1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
98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99 encouraged 1 英 [ɪn'kʌrɪdʒd] 美 [ɪn'kɜ ɪːdʒd] adj. 被鼓励的 v. 鼓励；促进；支持（动词encour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00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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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enlarged 1 英 [ɪn'lɑːdʒ] 美 [ɪn'lɑ rːdʒ] v. 扩大；增大；详述

103 enzyme 5 ['enzaim] n.[生化]酶

104 enzymes 3 ['enzaɪm] n. 酶；酵素

105 eventually 1 [i'ventʃuəli] adv.最后，终于

106 every 3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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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fail 1 [feil] vi.失败，不及格；破产；缺乏；衰退 vt.不及格；使失望；忘记；舍弃 n.不及格 n.(Fail)人名；(葡、捷)法伊尔；(法)法
伊

109 famil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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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feeding 1 ['fi:diŋ] n.饲养；吃；输送 adj.供给饲料的；摄取食物的 v.饲养（feed的ing形式）

111 fetal 2 ['fi:tl] adj.胎的，胎儿的

112 fetus 2 ['fi:təs] n.胎儿，胎

113 fetuses 1 ['fɪtəsɪz] [ fetus ]的复数形式

114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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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five 2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117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18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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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formation 1 [fɔ:'meiʃən] n.形成；构造；编队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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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23 Francisco 1 [fræn'siskəu] n.弗朗西斯科（男子名，等于Francis）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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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fung 4 中国姓氏冯、凤、封的音译

126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127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128 gene 1 [dʒi:n] n.[遗]基因，遗传因子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29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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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genetics 1 [dʒi'netiks] n.遗传学

132 girl 3 n.女孩；姑娘，未婚女子；女职员，女演员；（男人的）女朋友 n.（捷）吉尔

133 girls 1 ['ɡɜ lː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
134 glycogen 2 ['glaikəudʒən] n.糖原；动物淀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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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guided 1 ['gaidid] adj.有指导的；有向导的 v.指导（guide的过去分词）

137 hands 1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
138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39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140 harmful 1 ['hɑ:mful] adj.有害的；能造成损害的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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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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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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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healthy 1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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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hea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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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hearts 1 英 [hɑ tː] 美 [hɑ rːt] n. 心；内心；中心；要点；红桃 v. 将…记在心里，铭记；鼓励

148 her 9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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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
151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152 hopeful 1 ['həupful] adj.有希望的；有前途的 n.有希望成功的人

153 hospital 2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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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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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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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immune 4 [i'mju:n] adj.免疫的；免于……的，免除的 n.免疫者；免除者

158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59 i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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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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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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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is 1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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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65 Karen 1 ['ka:rən] n.凯伦（人名）；克伦邦（缅甸邦名）

166 Kee 2 n. 基

167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168 knees 1 [niː ] n. 膝盖；膝关节

169 lam 1 [læm] vi.潜逃；鞭打；狠打 vt.鞭打；狠打；逃脱 n.潜逃；逃亡 n.(Lam)人名；(柬、老)兰；(英、西、芬、波、罗、瑞典)拉
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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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172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73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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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175 Mackenzie 3 [mə'kenzi] n.麦肯齐河（又译“马更些河”，加拿大西北部河流）；麦肯齐区（又译“马更些区”，加拿大西北部的小
区）；麦肯齐氏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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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ma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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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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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maternal 1 [mə'tə:nl] adj.母亲的；母性的；母系的；母体遗传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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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method 4 ['meθəd] n.方法；条理；类函数 adj.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

182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83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84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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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moth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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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motivate 1 ['məutiveit] vt.刺激；使有动机；激发…的积极性

187 motivated 1 ['məutiveitid] adj.有动机的；有积极性的 v.使产生动机；激发…的积极性（motiv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8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189 muscle 1 ['mʌsl] n.肌肉；力量 vt.加强；使劲搬动；使劲挤出 vi.使劲行进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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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new 7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92 newborns 1 [n'juːbɔː nz] n. 新生者；新生儿

193 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
194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95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96 offspring 1 ['ɔfspriŋ, 'ɔ:-] n.后代，子孙；产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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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old 3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199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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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oneself 1 [wʌn'self, -zelf] pron.自己；亲自

201 o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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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Ottawa 1 ['ɔtəwə] n.渥太华（加拿大首都）

203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04 oxygen 1 ['ɔksidʒən] n.[化学]氧气，[化学]氧

205 parents 3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206 patients 1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207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08 pompe 3 蓬佩

209 precision 1 [pri'siʒən] n.精度，[数]精密度；精确 adj.精密的，精确的

210 pregnancy 1 ['pregnənsi] n.怀孕；丰富，多产；意义深长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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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previously 1 ['pri:vju:sli] adv.以前；预先；仓促地

213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214 progress 1 ['prəugres, 'prɔ-, prəu'gres] n.进步，发展；前进 vi.前进，进步；进行 n.(Progress)人名；(赞)普罗格雷斯

215 protected 1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
216 protein 1 ['prəuti:n, -ti:in] n.蛋白质；朊 adj.蛋白质的

217 qureshi 1 库雷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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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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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20 reactions 1 英 [ri'ækʃənz] 美 [rɪ'ækʃənz] n. 反应（reaction的复数）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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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2 receives 1 [rɪ'siː v] v. 接到；收到；接待

223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24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225 reduced 1 [ri'dju:st] adj.减少的；[数]简化的；缩减的

226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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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researc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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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29 response 1 [ri'spɔns] n.响应；反应；回答

230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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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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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San 1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
234 sara 1 ['sɑ:rə] n.萨拉（女子名）；萨拉族；萨拉人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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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Seattle 2 [si'ætl] n.西雅图（美国一港市）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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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39 severely 1 [si'viəli] adv.严重地；严格地，严厉地；纯朴地

240 share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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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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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2 sisters 1 ['sɪstəz] 名词sister的复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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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six 2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245 smith 2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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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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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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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n 1 [sʌn] n.儿子；孩子（对年轻人的称呼）；男性后裔 n.(Son)人名；(土、老、柬)松；(法、罗)索恩；(日)存(名)；(日)孙
(姓)；(越)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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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pecialist 2 ['speʃəlist] n.专家；专门医师 adj.专家的；专业的

253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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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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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stomach 1 ['stʌmək] n.胃；腹部；胃口 vt.忍受；吃下 vi.忍受

258 stops 1 英 [stɒp] 美 [stɑːp] v. 停止；阻止；停留 n. 停止；逗留；车站

259 stored 1 [stɔː d] adj. 存信息的；存储的 动词st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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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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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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2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63 sugar 1 ['ʃugə] n.糖；食糖；甜言蜜语 vt.加糖于；粉饰 vi.形成糖 n.(Sugar)人名；(英)休格

264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65 take 2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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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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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the 3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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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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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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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73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274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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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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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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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throughout 2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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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to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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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0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81 treat 2 [tri:t] vt.治疗；对待；探讨；视为 vi.探讨；请客；协商 n.请客；款待 n.(Treat)人名；(英)特里特

282 treatment 8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283 treatments 4 ['triː tmənts] n. 治疗；疗法（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）

284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
285 tube 1 [tju:b, tu:b] n.管；电子管；隧道；电视机 vt.使成管状；把…装管；用管输送 vi.乘地铁；不及格

286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87 umbilical 2 [ʌm'bilikəl] adj.脐带的；母系的；中央的

288 unborn 2 [,ʌn'bɔ:n] adj.未来的；未诞生的

289 uncertain 1 [,ʌn'sə:tən] adj.无常的；含糊的；靠不住的；迟疑不决的

290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91 unless 1 [ən'les] conj.除非，如果不 prep.除…之外

292 untreated 1 [ˌʌn'triː tɪd] adj. 未经处理的；未经治疗的；未加工的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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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us 1 pron.我们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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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97 uterus 1 ['ju:tərəs] n.[解剖]子宫

298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299 ver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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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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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waiting 1 ['weitiŋ] n.等待；服侍 adj.等待的；服侍的 v.等待；伺候（wait的ing形式）；延缓 n.(Waiting)人名；(英)韦廷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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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04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305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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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weakness 1 ['wi:knis] n.弱点；软弱；嗜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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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7 weekly 1 ['wi:kli] adj.每周的；周刊的；一周一次的 n.周刊 adv.每周一次；逐周

308 Weeks 2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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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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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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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whether 2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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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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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316 will 2 [wɪl] n.意志；决心；情感；遗嘱；意图；心愿 vt.决心要；遗赠；用意志力使 vi.愿意；下决心 aux.将；愿意；必须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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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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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9 wor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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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works 2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21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22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23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24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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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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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Zara 1 ['zɑ:rɑ:; 'dzɑ:-] n.扎拉（南斯拉夫西部港市扎达尔）；西班牙一品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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