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8-12 [Health and Lifestyle] Russia First to Approve COVID-
19 Vaccine, Others Not so Sur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5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2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to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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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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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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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i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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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is 1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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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Russian 10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10 said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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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for 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 be 8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3 i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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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firs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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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Russia 7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16 trial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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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ha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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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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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health 6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20 wi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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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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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 other 5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3 phase 5 n.月相 n.（月亮的）盈亏 n.时期

24 approve 4 [ə'pru:v] vt.批准；赞成；为…提供证据 vi.批准；赞成；满意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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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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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possible 4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28 Putin 4 ['putin] n.普京（人名）

29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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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1 university 4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32 vaccines 4 疫苗程序

33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4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5 world 4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6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

37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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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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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ountr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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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developed 3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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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head 3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43 immunity 3 [i'mju:nəti] n.免疫力；豁免权；免除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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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shots 3 英 [ʃɒt] 美 [ʃɑːt] n. 注射；投篮；发射；拍摄；开枪；子弹 adj. (织物)闪色的；精疲力尽的；完了的 动词shoot的过去式和
过去分词.

46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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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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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sputnik 3 ['spʌtnit; 'spu-] n.人造卫星（前苏联制造）

49 tested 3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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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1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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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3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54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55 already 2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56 approval 2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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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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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60 Britain 2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61 completed 2 [kəm'pliː 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2 coronavirus 2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63 dmitriev 2 德米特里耶夫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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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dru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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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envy 2 ['envi] n.嫉妒，妒忌；羡慕 vt.嫉妒，妒忌；羡慕 vi.感到妒忌；显示出妒忌

67 global 2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68 grateful 2 ['greitful] adj.感谢的；令人愉快的，宜人的

69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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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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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institute 2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73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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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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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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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ministry 2 ['ministri] n.（政府的）部门

78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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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must 2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什
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81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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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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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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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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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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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priority 2 [prai'ɔrəti] n.优先；优先权；[数]优先次序；优先考虑的事

88 receiv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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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9 reckless 2 ['reklis] adj.鲁莽的，不顾后果的；粗心大意的 n.(Reckless)人名；(英)雷克利斯

90 saf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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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scientists 2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92 scrutinize 2 ['skru:tinaiz] vi.细阅；作详细检查 vt.详细检查；细看 n.仔细或彻底检查

93 showing 2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94 start 2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95 statement 2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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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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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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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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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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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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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104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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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accused 1 [ə'kju:zd] n.被告 adj.被控告的 v.指责；控告（accuse的过去式）

107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108 acto 1 ['æktəu] n.雅图（投影机品牌） abbr.自动计算传递振荡器（AutomaticComputingTransferOscillator） n.(Acto)人名；(西)阿克
托

109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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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adult 1 ['ædʌlt, ə'dʌlt] adj.成年的；成熟的 n.成年人

112 affect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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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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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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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Alexander 1 [,ælig'za:ndə] n.亚历山大（男子名）

116 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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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17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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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20 announcement 1 [ə'naunsmənt] n.公告；宣告；发表；通告

121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122 approved 1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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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4 association 1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125 attacks 1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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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bear 1 vt.结果实，开花（正式） vt.忍受；承受；具有；支撑 n.熊 n.(Bear)人名；(英)贝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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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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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131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32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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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carefully 1 ['kɛəfəli] adv.小心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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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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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check 1 vt.检查，核对；制止，抑制；在…上打勾 vi.核实，查核；中止；打勾；[象棋]将一军 n.<美>支票；制止，抑制；检
验，核对 n.（英）切克（人名）

138 checks 1 [t'ʃeks] n. （复）制约（复数形式常用在短语checks and balances中；意思是 制约与平衡） 名词check的复数形式.

139 clinical 1 ['klinikəl] adj.临床的；诊所的

140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141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
142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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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cozy 1 [ˈkəuzi] n.保温罩 vt.蒙骗；抚慰 adj.舒适的；安逸的

145 critically 1 adv.精密地；危急地；严重地；批评性地；用钻研眼光地；很大程度上；极为重要地

146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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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daughters 1 n. 多特斯

149 dealt 1 [delt] v.处理（dea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50 declared 1 [di'klεəd] adj.公然的；公开宣布的

151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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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direct 1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关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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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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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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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ses 1 英 [dəʊs] 美 [doʊs] n. 剂量；一剂；一服 vt. 给 ... 服药

158 Duncan 1 ['dʌŋkən] n.邓肯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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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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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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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effectively 1 [i'fektivli] adv.有效地，生效地；有力地；实际上

163 effectiveness 1 [ə'fektivnis] n.效力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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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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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
167 Evans 1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168 examine 1 [ig'zæmin] vt.检查；调查；检测；考试 vi.检查；调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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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171 experiment 1 [ik'speriment, ek's-] vi.尝试；进行实验 n.实验，试验；尝试

172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173 experts 1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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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foreign 1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176 forms 1 ['fɔː 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
177 fund 1 [fʌnd] n.基金；资金；存款 vt.投资；资助 n.(Fund)人名；(德)丰德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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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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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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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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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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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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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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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haven 1 ['heivən] n.港口；避难所，安息所 vt.为……提供避难处；安置……于港中 n.(Haven)人名；(英)黑文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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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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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hospital 1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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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identified 1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3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94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195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96 Institutes 1 英 ['ɪnstɪtjuːt] 美 ['ɪnstɪtuːt] n. 学院；学会；协会 vt. 开始；制定；创立

197 interfax 1 n. 国际文传电讯社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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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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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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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joint 1 [dʒɔint] n.关节；接缝；接合处，接合点；（牛，羊等的腿）大块肉 adj.共同的；连接的；联合的，合办的 vt.连接，贴
合；接合；使有接头 vi.贴合；生节 n.(Joint)人名；(法)茹安



202 Jonathan 1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203 kee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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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kirill 1 基里尔

205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206 launched 1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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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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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211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212 likened 1 ['laɪkən] v. 比作；比拟；使像

213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214 lots 1 [lɔts] n.大量，许多；一堆；命运（lot的复数） adv.很，非常 v.抽签；分组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（lot的三单形式）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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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makers 1 n. 迈克（美国一家公司）

217 Mary 1 ['mɛəri] n.玛丽（女子名）

218 Matthews 1 ['mæθju:z] n.马修斯（姓氏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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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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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222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223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
224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25 Moscow 1 ['mɔskəu] n.莫斯科（俄罗斯首都）

226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227 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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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230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231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32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33 NIH 1 abbr. (美国)全国卫生研究所(=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)

234 no 1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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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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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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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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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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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241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42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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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245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
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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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7 phrase 1 [freiz] n.短语,习语,措辞,乐句 vt.措词,将(乐曲)分成乐句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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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postpone 1 [pəust'pəun, pə'sp-] vt.使…延期；把…放在次要地位；把…放在后面 vi.延缓，延迟；延缓发作

250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251 praised 1 [preɪz] vt. 赞美；称赞 n. 赞美；称赞；崇拜 vi. 赞美

252 precisely 1 [pri'saisli] adv.精确地；恰恰

253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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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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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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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proper 1 ['prɔpə] adj.适当的；本身的；特有的；正派的 adv.完全地 n.(Proper)人名；(英、德)普罗珀

258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59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260 queen 1 [kwi:n] n.女王，王后；（纸牌中的）皇后；（蜜蜂等的）蜂王 vt.使…成为女王或王后 vi.做女王 n.(Queen)人名；(英)奎
因

261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262 questioned 1 ['kwestʃən] n. 问题；疑问 v. 询问；怀疑

263 quick 1 [kwik] n.核心；伤口的嫩肉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，敏捷的；灵敏的 adv.迅速地，快 n.(Qui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芬)奎
克

264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265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266 repeat 1 [ri'pi:t] vt.重复；复制；背诵 n.重复；副本 vi.重做；重复发生

267 represents 1 [ˌreprɪ'zent] vt. 表现；表示；描绘；代表；象征；说明；阐明 vi. 提出异议

268 requests 1 [rɪ'kwest] n. 请求；要求 vt. 请求；要求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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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70 respect 1 [ri'spekt] n.尊敬，尊重；方面；敬意 vt.尊敬，尊重；遵守

271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272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273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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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276 satellite 1 ['sætəlait] n.卫星；人造卫星；随从；卫星国家

277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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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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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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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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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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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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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85 southampton 1 [sau'θæmptən; -'hæmp-; -'æmp-] n.南安普敦（英国港市）

286 soviet 1 ['sauviət, 'sɔ-] adj.苏联的；苏维埃的；委员会的 n.苏维埃（代表会议）；委员会；代表会议



287 speaking 1 ['spi:kiŋ] adj.演讲的；富于表情的，雄辩的 n.说话；演讲 v.讲（speak的ing形式）

288 spe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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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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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steal 1 vt.剽窃；偷偷地做；偷窃 vi.窃取；偷偷地行动；偷垒 n.偷窃；便宜货；偷垒；断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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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293 successfully 1 [sək'sesfəli] adv.成功地；顺利地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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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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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teachers 1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297 tests 1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298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299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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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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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04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305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306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307 unclear 1 英 [ˌʌn'klɪə(r)] 美 [ˌʌn'klɪr] adj. 不清楚的；含混的

308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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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urged 1 ['ɜːdʒd] v. 催促；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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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Vladimir 1 ['vlædimə] n.弗拉基米尔（古罗斯弗拉基米尔-苏兹达里公国的古都）

313 volunteers 1 英 [ˌvɒlən'tɪə(r)] 美 [ˌvɑːlən'tɪr] n. 志愿者；(自行生长的)植物 v. (自愿)做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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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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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17 welcomed 1 ['welkəm] vt. 欢迎 adj. 受欢迎的 n. 欢迎 int. 欢迎(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)

318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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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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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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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with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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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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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5 wor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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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6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327 work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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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

329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人名；(英)朗

330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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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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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yourself 1 [jɔ:'self, juə-, jə-] pron.你自己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