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0-16 [As It Is] World Bank Approves 12 Billion to Finance
Coronavirus Vaccines, Care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le 2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2 access 3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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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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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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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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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im 1 vt.目的在于；引导；把…对准 vi.打算；对准目标；瞄准 n.目的；目标；对准

8 already 2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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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nd 1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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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 approves 1 [ə'pruːv] v. 批准；赞成；同意；称许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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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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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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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bank 10 [bæŋk] n.银行；岸；浅滩；储库 vt.将…存入银行；倾斜转弯 vi.堆积；倾斜转弯 n.(B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)班克；(法、
匈)邦克

17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8 billion 6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19 bought 1 [bɔ:t] v.买（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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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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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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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24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25 catastrophic 2 adj.灾难的；悲惨的；灾难性的，毁灭性的

26 catch 1 [kætʃ] vt.赶上；抓住；感染；了解 vi.赶上；抓住 n.捕捉；捕获物；窗钩

27 concern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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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contagious 2 [kən'teidʒəs] adj.感染性的；会蔓延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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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corporation 1 n.公司；法人（团体）；社团；市政当局

31 countries 9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32 covid 5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33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34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35 defeat 1 vt.击败，战胜；挫败；使…失败 n.失败的事实；击败的行为

36 delivery 2 [di'livəri] n.[贸易]交付；分娩；递送

37 details 1 n.细节（detail的复数）；详细资料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三单形式）

38 developing 4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39 direction 1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
40 disastrous 1 [di'zɑ:strəs] adj.灾难性的；损失惨重的；悲伤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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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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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economies 1 [ɪ'kɒnəmɪz] 节约；经济（名词economy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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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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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47 efforts 2 ['efəts] 努力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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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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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equal 2 ['i:kwəl] adj.平等的；相等的；胜任的 vt.等于；比得上 n.对手；匹敌；同辈；相等的事物

51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52 experiencing 1 [ɪk'spɪərənsɪŋ] n. 体验；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.

53 expertise 1 [,ekspə:'ti:z] n.专门知识；专门技术；专家的意见

54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55 fa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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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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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finance 2 [fai'næns] n.财政，财政学；金融 vt.负担经费，供给…经费 vi.筹措资金 n.(Finance)人名；(法)菲南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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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financing 3 [fi'nænsiŋ] n.融资；财务；筹措资金 v.筹措资金；财政管理；从事金融活动（finance的ing形式）

61 fiscal 2 [fiskəl] adj.会计的，财政的；国库的 n.(Fiscal)人名；(法)菲斯卡尔

62 for 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63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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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get 4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66 give 2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67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68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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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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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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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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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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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health 3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75 hel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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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immunization 2 [,imju:nai'zeiʃən, -ni'z-] n.免疫

77 impacts 1 ['ɪmpækt] n. 影响；冲击力；撞击 vt. 挤入；压紧；撞击；对 ... 发生影响 vi. 冲击；撞击；产生影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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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i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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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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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involvement 1 n.参与；牵连；包含；混乱；财政困难

82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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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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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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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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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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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90 loans 1 ['ləʊnz] 贷款

91 logistics 2 [ləu'dʒistiks] n.[军]后勤；后勤学 物流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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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malpass 1 n. 马尔帕斯

94 manufacturers 1 [mænjʊ'fæktʃərəz] n. 生产商；制造商 名词manufacturer的复数形式.

95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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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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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medication 1 [,medi'keiʃən] n.药物；药物治疗；药物处理

99 mill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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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01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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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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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104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05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06 of 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07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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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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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10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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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pandemic 3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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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14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115 platform 1 ['plætfɔ:m] n.平台；月台，站台；坛；讲台

116 poor 1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117 poorer 2 英 [pʊə(r)] 美 [pʊr] adj. 可怜的；贫穷的；低劣的 n. 穷人

118 possible 2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119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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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122 programs 2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123 project 1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124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125 public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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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reaching 1 [riː tʃ] v. 到达；伸出；达成；取得联系；延伸；（伸手）去够 n. 范围；影响力；河段；等级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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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researchers 1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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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richest 1 ['rɪtʃɪst] adj. 最富有的，最丰富的（形容词rich的最高级）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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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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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shand 2 n. 尚德

133 sickened 1 ['sɪkən] v. 患病；生病；恶心；使厌倦

134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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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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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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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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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139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140 spreads 1 [spred] v. 传播；展开；散布；铺开；伸展；涂撒 n. 范围；传播；差额；幅度；盛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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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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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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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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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susan 2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146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147 tests 2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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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t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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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the 2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151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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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through 2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154 to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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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5 tracking 1 ['trækiŋ] n.追踪，跟踪 v.跟踪（track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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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158 undertaking 1 [,ʌndə'teikiŋ] n.事业；企业；保证；殡仪业 v.同意；担任；许诺（undertake的ing形式）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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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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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vaccination 1 [,væksi'neiʃən] n.接种疫苗；种痘

162 vaccinations 1 接种

163 vaccine 3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164 vaccines 5 疫苗程序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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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67 weakened 1 ['wiː kən] v. 使 ... 弱，削弱； 变弱； 弄淡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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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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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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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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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world 1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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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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