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9-04 [Health and Lifestyle] US Health Agency_ Be Ready for
COVID-19 Vaccines by Nov. 1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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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eptable 1 [ək'septəbl] adj.可接受的；合意的；可忍受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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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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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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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8 advisory 1 [əd'vaizəri] adj.咨询的；顾问的；劝告的 n.报告；公告

9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10 agency 2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1 aggressive 1 [ə'gresiv] adj.侵略性的；好斗的；有进取心的；有闯劲的

12 alex 1 ['æliks] n.亚历克斯（男子名）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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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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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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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8 and 2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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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21 appearance 1 [ə'piərəns] n.外貌，外观；出现，露面

22 applications 1 [æplɪ'keɪʃəns] n. 申请书；应用程序 名词application的复数形式.

23 approval 3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24 approve 2 [ə'pru:v] vt.批准；赞成；为…提供证据 vi.批准；赞成；满意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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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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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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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sked 3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29 associated 4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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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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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 attention 2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33 August 1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34 available 4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35 azar 1 n. 阿扎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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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aylor 1 n. 贝勒

38 be 10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

39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40 before 5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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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blumenstock 1 n. 布卢门施托克

43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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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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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uy 1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47 by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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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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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ndidates 2 ['kændɪdeɪts] n. 申请求职者；候选人；投考者 名词candidat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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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bs 1 [ˌsiː biː 'es] abbr. (美)哥伦比亚广播公司(=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) abbr. 中央统计局(=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)

52 CDC 3 abbr. 疾病控制中心(=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)

53 Celsius 1 ['selsiəs] adj.摄氏的 n.摄氏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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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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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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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ommittee 1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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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1 compromise 1 ['kɔmprəmaiz] vt.妥协；危害 vi.妥协；让步 n.妥协，和解；折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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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oncerned 2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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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
66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67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68 copies 1 ['kɒpɪz] n. [计算机] 复制份数 名词copy的复数形式.

69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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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72 cutting 1 ['kʌtiŋ] n.[机]切断；剪辑；开凿 adj.锋利的；严寒的；尖酸刻薄的 v.削减（cut的ing形式）；采伐；切开 n.(Cutting)人
名；(英)卡廷

73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74 dated 1 ['deitid] adj.陈旧的；过时的；有日期的 v.注有日期（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75 d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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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77 dean 1 n.院长；系主任；教务长；主持牧师

78 decisions 1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
79 degrees 1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


80 departments 1 [dɪ'pɑ tːmənts] 政府部门

81 DeSantis 1 n. 德桑蒂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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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describes 2 [dɪ'skraɪb] vt. 描述；说成；形容；画(尤指几何图形)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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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director 3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86 disease 3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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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document 1 n.文件，公文；[计]文档；证件 vt.记录，记载

89 documents 2 英 ['dɒkjumənt] 美 ['dɑːkjumənt] n. 文件；公文；文档 vt. 记载；(用文件等)证明

90 don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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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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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driven 1 adj.被动的，受到驱策的；有紧迫感的；（人）发愤图强的 v.驾驶，开车（drive的过去分词）

93 driving 1 ['draiviŋ] adj.强劲的；推进的；精力旺盛的 n.驾驶；操纵 v.驾驶（drive的ing形式）

94 drug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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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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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easier 1 [英 ['i:zɪə] 美 ['i:zɪr]] adj.更简单；容易些（easy的比较级形式）；较早的

97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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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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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effectiveness 2 [ə'fektivnis] n.效力

101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02 ehresmann 1 埃雷斯曼

103 election 4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
104 emergency 2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105 emotionally 1 [i'məuʃənli] adv.感情上；情绪上；令人激动地；情绪冲动地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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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108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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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exper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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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experts 2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12 expression 1 [英 [ɪk'spreʃn] 美 [ɪkˈsprɛʃən] n.表现，表示，表达；表情，脸色，态度，腔调，声调；式，符号；词句，语句，措
辞，说法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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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facilities 2 [fə'sɪlɪtɪz] n. 设施；设备；工具 名词facility的复数形式.

115 FDA 2 [ˌefdiː 'eɪ] abbr. 食品及药物管理局(=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)

116 Federal 2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117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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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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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

121 focus 2 ['fəukəs] n.焦点；中心；清晰；焦距 vt.使集中；使聚焦 vi.集中；聚焦；调节焦距 n.(Focus)人名；(瑞典)福库斯

122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23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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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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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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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128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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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31 governor 1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
132 governors 1 调速器

133 greatly 1 ['greitli] adv.很，大大地；非常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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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harmed 1 英 [hɑːm] 美 [hɑːrm] n. 危害；伤害；损害 vt. 伤害；损害

136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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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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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h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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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health 1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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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historic 1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
142 homes 1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
国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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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hopefully 1 ['həupfuli] adv.有希望地，有前途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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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hospitals 1 ['hɒspɪtlz] 医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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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however 2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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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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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immunization 1 [,imju:nai'zeiʃən, -ni'z-] n.免疫

153 i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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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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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increa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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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infectious 2 [in'fekʃəs] adj.传染的；传染性的；易传染的

157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58 introduced 1 [ɪntrəd'juːst] v. 介绍，引进（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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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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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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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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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James 1 [dʒeimz] n.詹姆斯（姓氏，男子名）；《雅各书》

165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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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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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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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knowing 1 ['nəuiŋ] adj.博学的；狡猾的；心照不宣的 n.认知 v.知道；认识；确信（know的ing形式）

170 kris 1 [kri:s] n.波壮刃短剑（等于creese，马来西亚和印尼的） n.(Kris)人名；(印、阿拉伯)克里斯；(泰)吉；(英)克里斯，克丽丝
(女名)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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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leadership 1 ['li:dəʃip] n.领导能力；领导阶层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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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4 letter 3 ['letə] n.信；字母，文字；证书；文学，学问；字面意义 vt.写字母于 vi.写印刷体字母 n.(Letter)人名；(英)莱特

175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176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177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178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79 ma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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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ma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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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makers 2 n. 迈克（美国一家公司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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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184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85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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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mcclatchy 1 n. 麦克拉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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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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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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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192 mentally 1 ['mentəli] adv.精神上，智力上；心理上

193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194 Minnesota 2 [,mini'səutə] n.明尼苏达州（美国中北部洲）

195 minus 2 ['mainəs] prep.减，减去 n.负号，减号；不足；负数 adj.减的；负的 n.(Minus)人名；(英)米纳斯

196 moderna 1 莫德尔纳

197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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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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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m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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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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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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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03 need 3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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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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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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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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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9 nov 1 abbr. 十一月(=November)

210 November 5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211 nursing 1 ['nə:siŋ] n.护理；看护；养育 v.看护；养育（nurse的ing形式）

212 October 3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213 of 2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14 offering 1 ['ɔfəriŋ, 'ɔ:-] n.提供；祭品；奉献物；牲礼 v.提供（offer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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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officials 4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217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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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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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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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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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operational 1 [,ɔpə'reiʃənəl] adj.操作的；运作的

222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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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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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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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26 out 1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227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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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party 1 n.政党，党派；聚会，派对；当事人[复数parties] vi.参加社交聚会[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]

230 Paul 1 [pɔ:l] n.保罗（男子名）

231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32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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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4 pfizer 1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
235 phase 2 n.月相 n.（月亮的）盈亏 n.时期

236 Philadelphia 1 [,filə'delfjə; -fiə] n.费城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港市）

237 physically 1 ['fizikli] adv.身体上，身体上地

238 pl 1 abbr.分界线（PartingLine）；合用线（PartyLine）；有效负载（PayLoad）；信号灯（PilotLamp）；复数（plural，等于pl）

239 pl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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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241 politics 2 ['pɔlitiks] n.政治，政治学；政治活动；政纲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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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Powers 1 n.能天使；力天使

244 president 3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

245 pres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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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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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process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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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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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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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public 4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252 purpose 1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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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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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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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rather 3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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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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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ready 3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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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reasonable 1 ['ri:zənəbl] adj.合理的，公道的；通情达理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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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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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4 redfield 1 雷德菲尔德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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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republican 1 [ri'pʌblikən] adj.共和国的；共和政体的；共和主义的；拥护共和政体的 n.共和主义者

267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268 required 2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269 requirements 2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270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271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272 Robert 1 ['rɔbət] n.罗伯特（男子名）

273 ron 1 n. 罗恩(男子名) abbr. (石油)研究法辛烷值(=Research Octane Number)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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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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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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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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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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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science 3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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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283 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284 senior 1 ['si:njə] adj.高级的；年长的；地位较高的；年资较深的，资格较老的 n.上司；较年长者；毕业班学生 n.(Senior)人名；
(英)西尼尔

285 sent 2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

286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287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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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9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290 signing 1 ['sainiŋ] n.签署；签字 v.签字；写下；示意（sign的ing形式）

291 sits 1 [sɪt] v. 坐；栖息；使就座 n. 坐；栖息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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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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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295 sources 1 英 [sɔːs] 美 [sɔːrs] n. 来源；发源地；原始资料 v. 从...获得

296 specific 1 [spi'sifik] adj.特殊的，特定的；明确的；详细的；[药]具有特效的 n.特性；细节；特效药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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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standard 1 ['stændəd] n.标准；水准；旗；度量衡标准 adj.标准的；合规格的；公认为优秀的 n.(Standard)人名；(英)斯坦达德；
(德)施坦达德

299 standards 1 [s'tændədz] n. 规格 名词standard的复数形式.

300 stat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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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State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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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st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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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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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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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stunt 2 [stʌnt] n.噱头，手腕；绝技 vt.阻碍…的正常生长或发展 vi.表演特技；作惊人表演 n.(Stunt)人名；(英)斯坦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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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surprise 2 [sə'praiz] n.惊奇，诧异；突然袭击 vt.使惊奇；奇袭 adj.令人惊讶的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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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temperatures 1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311 territorial 1 [,teri'tɔ:riəl] adj.领土的；区域的；土地的；地方的 n.地方自卫队士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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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tha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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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315 that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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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the 5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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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19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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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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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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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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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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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326 timetable 3 ['taim,teibl] n.时间表；时刻表；课程表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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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28 told 4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29 towards 1 [tə'wɔ:dz, tu-, 'təuədz, twɔ:dz] prep.朝，向；对于；有助于

330 tri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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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tropical 1 ['trɔpikəl] adj.热带的；热情的；酷热的

332 trum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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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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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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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unnamed 1 [ˌʌn'neɪmd] adj. 未命名的；不知名的；无名的；没有提及的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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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us 3 pron.我们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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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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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vaccine 11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342 vaccines 4 疫苗程序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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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vice 1 [vais] n.恶习；缺点；[机]老虎钳；卖淫 prep.代替 vt.钳住 adj.副的；代替的 n.(Vice)人名；(塞)维采

345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346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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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vulnerable 2 ['vʌlnərəbl] adj.易受攻击的，易受…的攻击；易受伤害的；有弱点的

349 waiving 2 [weɪv] vt. 放弃；不坚持；推迟；搁置
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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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warned 1 英 [wɔːn] 美 [wɔː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352 war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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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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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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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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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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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59 will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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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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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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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3 workers 2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364 worry 1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365 would 5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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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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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