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9-10 [Health and Lifestyle] COVID-19 Vaccine Trial
Suspended after 'Unexplained Illness'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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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to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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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rial 20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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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is 1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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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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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vaccine 12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9 t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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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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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strazeneca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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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 by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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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i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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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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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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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who 6 pron.谁；什么人

17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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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llness 5 ['ilnis] n.病；疾病

19 larg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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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1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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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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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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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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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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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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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news 4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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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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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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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unexplained 4 [ˌʌnɪk'spleɪnd] adj. 未得到解释的

35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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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which 4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37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

38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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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1 Britain 3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42 dr 3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43 information 3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44 looking 3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45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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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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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phase 3 n.月相 n.（月亮的）盈亏 n.时期

48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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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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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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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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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3 began 2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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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ame 2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56 candidate 2 n.候选人，候补者；应试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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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linical 2 ['klinikəl] adj.临床的；诊所的

59 comment 2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60 comp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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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orrect 2 [kə'rekt] vt.改正；告诫 vi.调整；纠正错误 adj.正确的；恰当的；端正的

62 decision 2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63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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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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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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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foremost 2 ['fɔ:məust] adj.最重要的；最先的 adv.首先；居于首位地

68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69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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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happen 2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72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73 inflammatory 2 [in'flæmətəri] adj.炎症性的；煽动性的；激动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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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maker 2 ['meikə] n.制造者；造物主；出期票人 n.(Maker)人名；(英)马克尔

76 makers 2 n. 迈克（美国一家公司）

77 organization 2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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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patients 2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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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potentially 2 [pə'tenʃəli] adv.可能地，潜在地

82 real 2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尔

83 report 2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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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reviewed 2 [rɪ'vju ]ː n. 复习；回顾；检讨；评审 vt. 检阅；评论；温习；检讨 vi. 写评论

86 routine 2 [ru:'ti:n] n.[计]程序；日常工作；例行公事 adj.日常的；例行的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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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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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shot 2 n.发射；炮弹；射手；镜头 adj.用尽的；破旧的；杂色的，闪光的 v.射击（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90 signs 2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91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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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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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studies 2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94 suspend 2 [sə'spend] vt.延缓，推迟；使暂停；使悬浮 vi.悬浮；禁赛

95 suspended 2 [sə'spendid] adj.悬浮的；暂停的，缓期的（宣判）

96 test 2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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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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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volunteers 2 英 [ˌvɒlən'tɪə(r)] 美 [ˌvɑːlən'tɪr] n. 志愿者；(自行生长的)植物 v. (自愿)做

100 Wednesday 2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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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103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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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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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adv 1 ['ædvɜːb] abbr. 副词（=adverb）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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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7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108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109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110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111 agreed 1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112 aiming 1 ['eɪmɪŋ] n. 瞄准；目的；引导 动词aim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13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14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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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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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another 1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118 Anthony 1 ['æntəni] n.安东尼（人名）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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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approval 1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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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ashish 1 阿希什

123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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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126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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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Brazil 1 [brə'zil] n.巴西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129 British 1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130 brown 1 [braun] adj.棕色的，褐色的；太阳晒黑的 vi.变成褐色 n.褐色，棕色 vt.使变成褐色 n.(Brown)人名；(英、意、芬、捷、
德、法、西、葡)布朗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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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carried 1 ['kærid] adj.被运的；入神的；忘我的 v.保持（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搬运

133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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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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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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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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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139 cord 1 [kɔ:d] n.绳索；束缚 vt.用绳子捆绑 n.(Cord)人名；(法)科尔；(英)科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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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
西)迪尔

142 decide 1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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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determine 1 v.（使）下决心，（使）做出决定 vt.决定，确定；判定，判决；限定 vi.确定；决定；判决，终止；[主用于法律]
了结，终止，结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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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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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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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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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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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51 don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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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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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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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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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effectiveness 1 [ə'fektivnis] n.效力

157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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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election 1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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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Evans 1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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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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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65 fauci 1 n. 福西

166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167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168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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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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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Germany 1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172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73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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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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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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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8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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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hopeful 1 ['həupful] adj.有希望的；有前途的 n.有希望成功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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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83 illnesses 1 ['ɪlnəsɪz] n. 疾病 名词illness的复数形式.

184 impact 1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
185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86 inactive 1 [in'æktiv] adj.不活跃的；不活动的；怠惰的；闲置的

187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88 independently 1 [,indi'pendəntli] adv.独立地；自立地

189 infections 1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90 infectious 1 [in'fekʃəs] adj.传染的；传染性的；易传染的

191 inflammation 1 [,inflə'meiʃən] n.[病理]炎症；[医]发炎；燃烧；发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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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jha 1 (=juvenile hormone analogue) 保幼激素类似物, 咽侧体激素类似物

194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95 Jonathan 1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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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judge 1 [dʒʌdʒ] vt.判断；审判 n.法官；裁判员 vi.审判；判决 n.(Judge)人名；(英)贾奇

198 knowledge 1 ['nɔlidʒ] n.知识，学问；知道，认识；学科 n.(Knowledge)人名；(南非)诺利奇

199 l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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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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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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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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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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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205 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

206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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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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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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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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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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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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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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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moderna 1 莫德尔纳

215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16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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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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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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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myelitis 1 [,maiə'laitis] n.[内科]脊髓炎，骨髓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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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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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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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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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227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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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optimistic 1 [,ɔpti'mistik] adj.乐观的；乐观主义的

230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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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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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pfizer 1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
234 phases 1 ['feɪzɪz] n. 时期；局面；阶段 名词phase的复数形式.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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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pointed 1 ['pɔintid] adj.尖的；突出的；锐利的；率直的 v.指出；瞄准（point的过去式）

237 possibility 1 [,pɔsə'biləti] n.可能性；可能发生的事物

238 possibly 1 ['pɔsəbli] adv.可能地；也许；大概

239 presidential 1 [,prezi'denʃəl] adj.总统的；首长的；统辖的

240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241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242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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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promis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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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providing 1 [prəu'vaidiŋ] conj.假如，以…为条件 v.供给（provide的ing形式）；预备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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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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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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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252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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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remain 1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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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257 researchers 1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258 restart 1 [,ri:'stɑ:t, 'ri:stɑ:t] vi.[计]重新启动；重新开始 vt.[计]重新启动；重新开始 n.重新开始；返聘

259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260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61 reviewing 1 [rɪ'vju ]ː n. 复习；回顾；检讨；评审 vt. 检阅；评论；温习；检讨 vi. 写评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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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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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scientist 1 ['saiəntist] n.科学家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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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shortly 1 ['ʃɔ:tli] adv.立刻；简短地；唐突地

267 sick 1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
268 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
269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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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272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273 spinal 1 ['spainəl] adj.脊髓的；脊柱的；针的；脊骨的；尖刺的 n.脊椎麻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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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stat 1 [stæt] n.静；斯达（放射性强度单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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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sto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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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studying 1 ['stʌdi] n. 研究；学习；学科；书房；(绘画或文学)习作；练习曲；沉思；记忆力…的人；台词记得…的人 v. 研究；
学习；读书；仔细观察；努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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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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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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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suspension 1 [sə'spenʃən] n.悬浮；暂停；停职

283 swaminathan 1 斯瓦米纳坦

284 swelling 1 ['sweliŋ] n.肿胀；膨胀；增大；涨水 adj.膨胀的；肿大的；突起的 v.肿胀；膨胀；增多；趾高气扬（swell的ing形式）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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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6 temporarily 1 ['tempərərili, ,tempə'rεə-] adv.临时地，临时

287 test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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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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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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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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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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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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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94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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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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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timeline 1 ['taimlain] n.时间轴，时间线；大事年表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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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tissue 1 n.组织；纸巾；薄纱；一套 vt.饰以薄纱；用化妆纸揩去

301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02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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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transverse 1 adj.横向的；横断的；贯轴的 n.横断面；贯轴；横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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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307 twitter 1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
308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09 uncommon 1 [,ʌn'kɔmən] adj.不寻常的；罕有的 adv.非常地

310 unidentified 1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311 upcoming 1 ['ʌp,kʌmiŋ] adj.即将来临的

312 us 1 pron.我们

313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314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
315 various 1 ['vεəriəs] adj.各种各样的；多方面的

316 viral 1 [ˈvaɪrəl] adj.病毒性的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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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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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volunteer 1 [,vɔlən'tiə] n.志愿者；志愿兵 adj.志愿的 vi.自愿 vt.自愿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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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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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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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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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whenever 1 [hwen'evə, hwən-] conj.每当；无论何时 adv.不论何时；随便什么时候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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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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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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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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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