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1-22 [Health and Lifestyle] Study_ Repeat COVID Infection
Is Riskier than First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solutely 1 ['æbsəlju:tli, ,æbsə'lju:tli] adv.绝对地；完全地

2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3 acute 2 [ə'kju:t] adj.严重的，[医]急性的；敏锐的；激烈的；尖声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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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6 adj 4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7 adverse 2 ['ædvə:s, æd'və:s] adj.不利的；相反的；敌对的（名词adverseness，副词adversely）

8 affairs 1 英 [ə'feə(r)] 美 [ə'fer] n. 私通；事件；事务；事情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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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1 ahead 1 adj.向前；在前的；领先 adv.向前地；领先地；在（某人或某事物的）前面；预先；在将来，为未来

12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3 al 4 [ɑ:l] abbr.美国联盟（AmericanLeague）；美国军团（AmericanLegion）；阿尔巴尼亚（Albania，欧洲一国家名）；美国亚拉
巴马州（Alabama） n.(Al)人名；(英)阿尔(Albert在美国的昵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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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6 and 1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7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18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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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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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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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23 aware 1 [ə'wεə] adj.意识到的；知道的；有…方面知识的；懂世故的 n.(Aware)人名；(阿拉伯、索)阿瓦雷

24 ba 1 [,bi: 'ei] abbr.文学士（BachelorofArts） n.(Ba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阿拉伯、柬、几、马里、刚(金)、毛里塔、塞内、缅)巴

25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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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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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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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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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ones 1 英 [bəʊnz] 美 [boʊnz] n. 骨骼 名词bone的复数形式.

31 boosted 1 [buːst] v. 提高；增加；鼓励；举起；为...做宣传 n. 增加；推进；鼓励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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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匈)博特

33 brain 2 [brein] n.头脑，智力；脑袋 vt.猛击…的头部 n.(Brain)人名；(英)布雷恩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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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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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clea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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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linic 1 ['klinik] n.临床；诊所

38 collected 1 [kə'lektid] adj.镇定的；收集成的 v.收集；聚集（collect的过去式）

39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40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41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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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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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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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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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death 2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48 defeat 1 vt.击败，战胜；挫败；使…失败 n.失败的事实；击败的行为

49 delta 1 ['deltə] n.（河流的）三角洲；德耳塔（希腊字母的第四个字） n.(Delta)人名；(英、罗、葡)德尔塔

50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51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52 differences 1 ['dɪfərəns] n.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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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disorders 2 英 [dɪs'ɔː də(r)] 美 [dɪs'ɔː rdər] n. 混乱；杂乱；不适；失调；疾病 vt. 扰乱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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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double 1 ['dʌbl] n.两倍；双精度型 adj.双重的；两倍的 vi.加倍，加倍努力；快步走 vt.使加倍 adv.双重地；两倍地；弓身地 n.
(Double)人名；(法)杜布勒；(英)道布尔

57 doubled 1 ['dʌbld] adj. 两倍的；快步走的；加倍努力的 动词doub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58 dr 1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59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60 English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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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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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examined 1 [ɪg'zæmɪnd] adj. 检查过的；诊察过的；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3 examining 1 adj.审查的；考试的 v.检查；审讯；进行考试（examine的ing形式）

64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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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fights 1 [faɪt] n. 战斗；打架；斗志 vt. 打架；对抗 vi. 奋斗；斗争；争吵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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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69 for 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70 found 3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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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gatherings 1 ['ɡæðərɪŋz] n. 聚集，集会（名词gathering的复数形式）

73 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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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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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ha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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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7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78 harmed 1 英 [hɑːm] 美 [hɑ rːm] n. 危害；伤害；损害 vt. 伤害；损害

79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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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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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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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health 3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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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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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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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hospitalization 2 [,hɔspitəlai'zeiʃən, -li'zei-] n.住院治疗；医院收容；住院保险（等于hospitalizationinsurance）

87 if 4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88 immune 2 [i'mju:n] adj.免疫的；免于……的，免除的 n.免疫者；免除者

89 immunity 1 [i'mju:nəti] n.免疫力；豁免权；免除

90 impossible 1 [im'pɔsəbl] adj.不可能的；不可能存在的；难以忍受的；不真实的 n.不可能；不可能的事

91 i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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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2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93 increased 3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94 increases 2 [ɪn'kriː s] v. 增加；提高 n. 增加；增强；提高

95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96 indoor 1 ['indɔ:] adj.室内的，户内的

97 infected 3 [in'fektid] adj.被感染的 v.传染（infect的过去分词）

98 infection 5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
99 infections 3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00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01 invincibility 2 [in,vinsə'biləti] n.无敌；不可战胜

102 involves 1 英 [ɪn'vɒlv] 美 [ɪn'vɑ lːv] vt. 包含；使忙于；牵涉；使卷入；使陷入

103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4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105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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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107 kidneys 1 ['kɪdnɪz] n. 肾；肾形矿脉 名词kidney的复数形式.

108 lapid 1 lapidary 宝石商

109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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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12 likely 3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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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4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115 Louis 1 ['lu:i] n.路易斯（男子名）

116 lung 1 [lʌŋ] n.肺；呼吸器 n.(Lung)人名；(越)珑；(罗、塞、匈、瑞典、德)伦格

117 lungs 1 ['lʌŋz] n. 肺 lung的复数.

118 male 1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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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威；进行曲

120 mask 2 [mɑ:sk, mæsk] n.面具；口罩；掩饰 vi.掩饰；戴面具；化装 vt.掩饰；戴面具；使模糊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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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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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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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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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26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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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mental 1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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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m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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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milli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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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32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33 mo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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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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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muscles 1 ['mʌslz] n. 肌肉 名词muscle的复数形式.

136 nancy 1 ['nænsi] adj.女性化的；同性恋的 n.女性化的男人

137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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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nerve 2 [nə:v] n.神经；勇气；[植]叶脉 vt.鼓起勇气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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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42 numb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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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of 1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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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omicron 1 n.希腊字母第15字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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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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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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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only 1 ['əunli] adv.只，仅仅；不料 adj.唯一的，仅有的；最合适的 conj.但是；不过；可是

150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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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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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outcomes 2 n. 产出，结果，成果（名词outcome的复数形式）

153 overcome 1 [,əuvə'kʌm] vt.克服；胜过 vi.克服；得胜

154 patients 4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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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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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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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plane 1 [plein] n.飞机；平面；程度，水平 vi.刨；乘飞机旅行；翱翔 vt.刨平；用刨子刨；掠过水面 adj.平的；平面的 n.(Plane)人
名；(塞、瑞典、法)普拉内

159 plus 1 [plʌs] n.正号，加号；好处；附加额 adj.正的；附加的 prep.加，加上 n.(Plus)人名；(德)普卢斯

160 present 1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
161 prior 3 adj.优先的；在先的，在前的 n.小修道院院长；大修道院的副院长;（隐修院）会长;犯罪前科 n.(Prior)人名；(法、西、
葡、捷)普里奥尔；(英)普赖尔；(意)普廖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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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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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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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regardless 1 adj.不管的；不顾的；不注意的 adv.不顾后果地；不管怎样，无论如何；不惜费用地

167 reinfected 1 v.使再感染，使再传染( rein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)

168 reinfection 7 [,ri:in'fekʃən] n.[医]再感染

169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170 repeat 3 [ri'pi:t] vt.重复；复制；背诵 n.重复；副本 vi.重做；重复发生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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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requiring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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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researchers 2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174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75 risk 5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176 riskier 1 ['rɪski] adj. 危险的；冒险的；大胆的

177 risks 3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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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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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SARS 1 英 [sɑːz] 美 [sɑ rːz] abbr. 非典型肺炎(=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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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season 1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183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184 serious 5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185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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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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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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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step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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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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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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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study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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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subjects 1 ['sʌbdʒɪkts] n. 科目 名词subjec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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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suffer 1 ['sʌfə] vt.遭受；忍受；经历 vi.遭受，忍受；受痛苦；经验；受损害 n.(Suffer)人名；(意)苏费尔

198 suggesting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199 susceptible 2 [sə'septəbl] adj.易受影响的；易感动的；容许…的 n.易得病的人

200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01 tak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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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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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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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the 2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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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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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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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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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tim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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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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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13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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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216 tripled 1 ['trɪpl] adj. 有三部分的；三倍的 v. （使）成三倍 n. 三个一组；三倍之数；（垒）三垒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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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18 unfavorable 1 [,ʌn'feivərəbl] adj.不宜的；令人不快的；不顺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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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unvaccinated 1 [ʌn'væksɪneɪtɪd] adj. 未接种过的

221 upon 1 [ə'pɔn] prep.根据；接近；在…之上

222 vaccinated 2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223 vaccination 1 [,væksi'neiʃən] n.接种疫苗；种痘

224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
225 variants 1 变体

226 ve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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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veterans 1 ['vetərənz] n. 退伍军人 名词vetera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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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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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1 way 1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
232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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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weak 1 [wi:k] adj.[经]疲软的；虚弱的；无力的；不牢固的

234 wear 2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235 were 5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36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37 with 8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38 wondered 1 英 ['wʌndə(r)] 美 ['wʌndər] n. 惊奇；惊愕；奇迹；奇观 v. 惊奇；想知道；怀疑 adj. 奇妙的；非凡的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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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0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241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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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244 ziyad 1 齐亚德

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http://www.voase.cn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