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9-09 [Health and Lifestyle] Drug-Makers to Follow Scientific
Standards for COVID-19 Vaccin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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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1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and 1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vaccine 13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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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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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9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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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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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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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4 companies 4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15 drug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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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mu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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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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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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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vaccines 4 疫苗程序

20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1 approve 3 [ə'pru:v] vt.批准；赞成；为…提供证据 vi.批准；赞成；满意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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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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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groups 3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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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makers 3 n. 迈克（美国一家公司）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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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promise 3 ['prɔmis] n.许诺，允诺；希望 vt.允诺，许诺；给人以…的指望或希望 vi.许诺；有指望，有前途

29 scientific 3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
30 standards 3 [s'tændədz] n. 规格 名词standard的复数形式.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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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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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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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agreement 2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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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approval 2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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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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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ontrol 2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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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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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debate 2 [di'beit] vt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vi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n.辩论；辩论会

44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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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efficacy 2 ['efikəsi, ,efi'kæsəti] n.功效，效力

47 election 2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
48 follow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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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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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he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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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integrity 2 [in'tegrəti] n.完整；正直；诚实；廉正

52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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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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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55 Johnson 2 ['dʒɔnsən] n.约翰逊（姓氏）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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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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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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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positive 2 ['pɔzətiv, -zi-] adj.积极的；[数]正的，[医][化学]阳性的；确定的，肯定的；实际的，真实的；绝对的 n.正数；[摄]正片

60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61 presidential 2 [,prezi'denʃəl] adj.总统的；首长的；统辖的

62 quality 2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63 quest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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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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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result 2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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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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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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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sahin 2 沙欣

70 sign 2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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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statistical 2 [stə'tistikəl] adj.统计的；统计学的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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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75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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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trum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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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77 uphold 2 [ʌp'həuld] vt.支撑；鼓励；赞成；举起

78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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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achievement 1 n.成就；完成；达到；成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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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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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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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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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ages 1 [eɪdʒ] n. 年龄；时代；时期；长时间 v. （使）变老；（使）陈化

86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87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88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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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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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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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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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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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4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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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5 attempt 1 [ə'tempt] n.企图，试图；攻击 vt.企图，试图；尝试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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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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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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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belong 1 [bi'lɔŋ] vi.属于，应归入；居住；适宜；应被放置

100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101 biotech 1 [,baiəu'tek] abbr.生物技术；生物科技（biotechnology）

102 burger 1 n.汉堡包 n.(Burger)人名；(西)布尔赫尔；(法)比尔热；(英)伯格；(德、罗、捷、塞、匈)布格尔

103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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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Caroline 1 n.（女子名）卡洛琳;卡罗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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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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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certainty 1 ['sə:tənti] n.必然；确实；确实的事情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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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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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2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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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compan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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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compare 1 n.比较 vt.比拟，喻为；[语]构成 vi.相比，匹敌；比较，区别；比拟（常与to连用） n.(Compare)人名；(意)孔帕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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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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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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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copley 1 科普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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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21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特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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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deals 1 [diː l] n. 协定；交易；大量 v. 应付；分配；处理；交易；经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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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decline 1 [di'klain] n.下降；衰退；斜面 vi.下降；衰落；谢绝 vt.谢绝；婉拒

126 defend 1 [di'fend] vt.辩护；防护 vi.保卫；防守

127 democratic 1 [,demə'krætik,-kəl] adj.民主的；民主政治的；大众的

128 desirable 1 [di'zaiərəbl] adj.令人满意的；值得要的 n.合意的人或事物

129 desired 1 [di'zaiəd] adj.渴望的；想得到的 v.渴望，要求（desir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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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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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developer 1 [di'veləpə] n.开发者；[摄]显影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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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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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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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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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141 employees 1 [ˌemplɔɪ'iː 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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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
144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45 ethnic 1 ['eθnik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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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executiv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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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experimental 1 [ek,speri'mentəl, ek's-] adj.实验的；根据实验的；试验性的

149 fair 1 [fεə] adj.公平的；美丽的，白皙的；[气象]晴朗的 adv.公平地；直接地；清楚地 vi.转晴 n.展览会；市集；美人 n.(Fair)人
名；(英、芬)费尔

150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51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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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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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55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56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157 German 1 ['dʒə:mən] adj.德国的；德语的，德国人的 n.德语；德国人

158 Germany 1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159 glaxosmithkline 1 n. 葛兰素史克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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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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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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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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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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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Harris 1 ['hæris] n.哈里斯（英国苏格兰一地区）；哈里斯（姓氏）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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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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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honest 1 ['ɔnist] adj.诚实的，实在的；可靠的；坦率的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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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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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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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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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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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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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kamala 1 [kə'mɑ:lə, 'kʌmələ] n.粗糠柴；卡马拉；吕宋楸荚粉 n.(Kamala)人名；(印、毛里塔)卡玛拉(女名)，卡马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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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81 lar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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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law 1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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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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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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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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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ludwig 1 ['lʌdwig; 'lu:tviʃ] n.路德维格（男子名）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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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mathematics 1 [,mæθə'mætiks] n.数学；数学运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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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merck 1 n.默克公司（财富500强公司之一，部所在地美国，主要经营制药）

192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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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moderna 1 莫德尔纳

195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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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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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200 nominee 1 [,nɔmi'ni:] n.被任命者；被提名的人；代名人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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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2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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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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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ov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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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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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07 patricia 1 [pə'triʃə] n.帕特丽夏（女子名）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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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pfizer 1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
210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211 politicized 1 [pə'lɪtɪsaɪz] vt. 使 ... 政治化

212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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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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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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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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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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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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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Putin 1 ['putin] n.普京（人名）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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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22 races 1 abbr.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国内应急通信业务(=Radio Amateur Civil Emergency Service)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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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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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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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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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28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29 Russia 1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230 Russian 1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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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scholl 1 n. 肖勒

233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34 senator 1 ['senətə] n.参议员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议员；评议员，理事 n.(Senator)人名；(瑞典、斯威)塞纳托尔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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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6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237 signed 1 [saind] adj.有符号的；已签字的；有正负之分的 v.署名；写下；预示；示意（sign的过去分词）

238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39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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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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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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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43 statistics 1 [stə'tistiks] n.统计；统计学；[统计]统计资料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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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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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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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sup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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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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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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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251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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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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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trade 1 [treid] n.贸易，交易；行业；职业 vi.交易，买卖；以物易物 vt.用…进行交换

255 type 1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256 unsafe 1 [ʌn'seɪf] adj. 不安全的；危险的；靠不住的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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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useful 1 ['ju:sful] adj.有用的，有益的；有帮助的

259 vaccinations 1 接种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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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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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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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64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65 weiss 1 [waɪs] n. 外斯(原子磁矩单位)

266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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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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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willing 1 ['wiliŋ] adj.乐意的；自愿的；心甘情愿的 v.决心；用意志力驱使；将（财产等）遗赠某人（will的现在分词） n.(Willing)
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维林；(英)威林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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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word 1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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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