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7-08 [Health and Lifestyle] US Gives Novavax 1.6 Billion for
Coronavirus Vaccin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5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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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in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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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of 2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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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vaccine 17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7 for 1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 million 10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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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 coronavirus 8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11 government 8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2 has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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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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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human 6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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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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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mpany 5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18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9 award 4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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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china 4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22 disease 4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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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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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may 4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26 someth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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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speed 4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繁
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28 trial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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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30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1 billion 3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32 department 3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33 develop 3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34 developme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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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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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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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37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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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health 3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39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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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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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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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phase 3 n.月相 n.（月亮的）盈亏 n.时期

44 possible 3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45 test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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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6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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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vaccines 3 疫苗程序

48 warp 3 [wɔ:p] n.弯曲，歪曲；偏见；乖戾 vt.使变形；使有偏见；曲解 vi.变歪，变弯；曲解

49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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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ability 2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51 adjuvant 2 ['ædʒuvənt] n.[药]佐药；助理员 adj.辅助的

52 announced 2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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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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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5 awarded 2 英 [ə'wɔːd] 美 [ə'wɔː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56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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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andidate 2 n.候选人，候补者；应试者

58 Chinese 2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59 conduct 2 ['kɔndʌkt, kən'dʌkt] vi.导电；带领 vt.管理；引导；表现 n.进行；行为；实施

60 currently 2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61 doses 2 英 [dəʊs] 美 [doʊs] n. 剂量；一剂；一服 vt. 给 ... 服药

62 effort 2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63 executive 2 adj.行政的；经营的；执行的，经营管理的 n.总经理；执行委员会；执行者；经理主管人员

64 fight 2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65 gave 2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66 III 2 num.罗马数字3 abbr.国际情报公司（InformationInternationalInc）；工业仪表公司（InstrumentsforIndustriesInc）

67 infected 2 [in'fektid] adj.被感染的 v.传染（infect的过去分词）

68 Johnson 2 ['dʒɔnsən] n.约翰逊（姓氏）

69 June 2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70 large 2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71 licensed 2 ['laisənst] adj.得到许可的（等于licenced） v.许可；批准（license的过去分词）

72 makes 2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73 manufacturing 2 [,mænju'fæktʃəriŋ] adj.制造的；制造业的 n.制造业；工业 v.制造；生产（manufacture的ing形式）

74 nearly 2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75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76 note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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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7 odds 2 [ɔdz] n.几率；胜算；不平等；差别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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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operation 2 [,ɔpə'reiʃən] n.操作；经营；[外科]手术；[数][计]运算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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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pay 2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82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83 race 2 n.属，种；种族，人种；家庭，门第；赛事，赛跑 vt.使参加比赛；和…竞赛；使急走，使全速行进 vi.比速度，参加竞
赛；全速行进 n.(Race)人名；(英)雷斯；(塞)拉采

84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85 safety 2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86 services 2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87 stage 2 [steidʒ] n.阶段；舞台；戏剧；驿站 vt.举行；上演；筹划 vi.举行；适于上演；乘驿车旅行 n.(Stage)人名；(英)斯特奇

88 Stat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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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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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supp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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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together 2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92 treatments 2 ['triː tmənts] n. 治疗；疗法（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）

93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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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us 2 pron.我们

96 virus 2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97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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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99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00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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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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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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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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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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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Aides 1 n. 助手；副官 名词aide的复数形式.

108 alex 1 ['æliks] n.亚历克斯（男子名）

109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10 announcements 1 [ə'naʊnsmənts] n. 公告；通知 名词announceme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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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antibody 1 ['ænti,bɔdi] n.[免疫]抗体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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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115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116 astrazeneca 1 阿斯特拉捷利康(财富500强公司之一, 总部所在地英国, 主要经营制药)

117 azar 1 n. 阿扎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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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basic 1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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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begin 1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122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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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24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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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bring 1 vt.拿来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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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128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129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130 candidates 1 ['kændɪdeɪts] n. 申请求职者；候选人；投考者 名词candidate的复数形式.

131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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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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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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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choice 1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137 coalition 1 [,kəuə'liʃən] n.联合；结合，合并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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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9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140 controlling 1 [kən'trəuliŋ] n.控制 v.控制；管理（control的ing形式）；验证

141 cooperate 1 [kəu'ɔpəreit] vi.合作，配合；协力

142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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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45 country 1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
乐的

146 day 1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147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148 defense 1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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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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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directs 1 [də'rekt] adj. 直接的；笔直的；坦白的 v. 对准；指挥；指示；命令

153 doctor 1 vt.修理；篡改，伪造；为…治病；授以博士学位 n.医生；博士 vi.就医；行医

154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55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156 dose 1 [dəus] n.剂量；一剂，一服 vi.服药 vt.给药；给…服药 n.(Dose)人名；(德)多泽；(意、西、葡、塞)多塞；(英)多斯

157 dru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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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drugs 1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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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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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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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effectiveness 1 [ə'fektivnis] n.效力

164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165 emergent 1 [i'mə:dʒənt] adj.紧急的；浮现的；意外的；自然发生的



166 e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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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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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epidemic 1 [,epi'demik] adj.流行的；传染性的 n.传染病；流行病；风尚等的流行

169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70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171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172 Evans 1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173 expand 1 [ik'spænd] vt.扩张；使膨胀；详述 vi.发展；张开，展开

174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175 factories 1 ['fæktri] n. 工厂；制造厂

176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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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flu 1 [flu:] n.流感 n.(Flu)人名；(法)弗吕

179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180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181 French 1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
182 George 1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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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Glenn 1 [glen] n.格伦（男子名）

185 Gregory 1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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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188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
伯、巴基)哈伊

189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90 harder 1 [ha:də] adj.更难的；更努力的；更坚固的（hard的比较级） n.(Har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哈德

191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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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hhs 1 [ˌeɪtʃeɪtʃ'es] abbr. (Department of)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(美国)卫生和福利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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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96 Hopkins 1 ['hɔpkinz] n.霍普金（姓氏）

197 incorporated 1 [in'kɔ:pəreitid] adj.合并的；组成法人组织的 v.合并；包含；组成公司（incorporate的过去分词）

198 increases 1 [ɪn'kriː s] v. 增加；提高 n. 增加；增强；提高

199 India 1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200 innovations 1 [ɪnə'veɪʃnz] 创新

201 investment 1 [in'vestmənt] n.投资；投入；封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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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204 Johns 1 [dʒɔnz] n.约翰斯（姓氏）

205 Jonathan 1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206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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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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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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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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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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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listed 1 ['listid] adj.列出的；表列的；已登录的 v.列出；登记（list的过去分词）

214 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215 maker 1 ['meikə] n.制造者；造物主；出期票人 n.(Maker)人名；(英)马克尔

216 manages 1 ['mænɪdʒ] v. 管理；经营；做成；设法对付；提供；有空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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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Maryland 1 ['mεərilænd] n.马里兰（美国州名）

219 measure 1 ['meʒə] n.测量；措施；程度；尺寸 vt.测量；估量；权衡 vi.测量；估量

220 medicine 1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221 military 1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222 moderna 1 莫德尔纳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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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25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226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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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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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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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Oxford 1 ['ɔksfəd] n.牛津大学；牛津（英国城市）

232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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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pays 1 n.（法）国家；[劳经]报酬（pay的复数） v.支付（pay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ays)人名；(法)佩伊

235 permission 1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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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persuading 1 英 [pə'sweɪd] 美 [pər'sweɪd] vt. 说服；劝说

238 pharmaceuticals 1 英 [ˌfɑːmə'sjuːtɪklz] 美 [ˌfɑːmə'sjuːtɪkəlz] n. 医药品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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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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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preparedness 1 [pri'pεəridnis, -pεəd-] n.有准备；已准备；做好准备(尤指作战准备)

242 pretty 1 adj.漂亮的；可爱的；优美的 adv.相当地；颇 n.有吸引力的事物（尤指饰品）；漂亮的人 n.Pretty，普雷蒂（人名）

243 preventing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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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246 production 1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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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249 promised 1 英 ['prɒmɪs] 美 ['prɑːmɪs] n. 诺言；预示；约定；(有)希望 v. 允诺；发誓；答应；有希望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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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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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2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253 reported 1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254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t] 美 [rɪ'pɔːrt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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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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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56 resource 1 [ri'sɔ:s, -'zɔ:s, 'ri:s-, 'ri:z-] n.资源，财力；办法；智谋

257 resulted 1 [rɪ'zʌlt] n. 结果；成果；答案；成绩；(足球比赛)赢 v. 产生；致使

258 rising 1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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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261 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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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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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scale 1 [skeil] n.规模；比例；鳞；刻度；天平；数值范围 vi.衡量；攀登；剥落；生水垢 vt.测量；攀登；刮鳞；依比例决定 n.
(Scale)人名；(意)斯卡莱

264 secretary 1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
265 separately 1 ['sepəritli] adv.分别地；分离地；个别地

266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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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somewhat 1 ['sʌmhwɔt, -hwət] n.几分；某物 adv.有点；多少；几分；稍微

269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270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271 Stanley 1 ['stænli] n.斯坦利（男子名）

272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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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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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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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strengthens 1 ['streŋθn] v. 加强；变坚固

277 substance 1 ['sʌbstəns] n.物质；实质；资产；主旨

278 succeeding 1 [sək'si:diŋ] adj.随后的，以后的

279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280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281 supports 1 [sə'pɔː ts] n. 支持

282 Sweden 1 ['swi:dən] n.瑞典（欧洲国家）

283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284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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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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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re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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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treating 1 [triː tɪŋ] n. 处理 动词treat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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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trump 1 [trʌmp] n.王牌；法宝；喇叭 vt.胜过；打出王牌赢 vi.出王牌；吹喇叭 n.(Trump)人名；(英)特朗普

291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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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unknown 1 ['ʌn'nəun] adj.未知的；陌生的，默默无闻的 n.未知数；未知的事物，默默无闻的人

294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295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296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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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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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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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1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