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2-07 [Health and Lifestyle] How Many People Need Vaccines
to Reach Herd Immunity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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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is 1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5 immunity 13 [i'mju:nəti] n.免疫力；豁免权；免除

6 and 1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7 or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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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tha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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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accines 12 疫苗程序

10 herd 11 [hə:d] n.兽群，畜群；放牧人 vi.成群，聚在一起 vt.放牧；使成群 n.(Herd)人名；(英、芬)赫德

11 be 9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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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i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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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 people 8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5 virus 8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16 an 7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7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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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covid 7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9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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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disease 6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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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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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percen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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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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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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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how 5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28 population 5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29 something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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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stop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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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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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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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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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experts 4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35 immune 4 [i'mju:n] adj.免疫的；免于……的，免除的 n.免疫者；免除者

36 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37 protection 4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38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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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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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)赛义德

39 sprea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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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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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value 4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42 would 4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43 added 3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44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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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ommunity 3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46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47 efficacy 3 ['efikəsi, ,efi'kæsəti] n.功效，效力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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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health 3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50 individual 3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51 ju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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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pers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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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reach 3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54 reuters 3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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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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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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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60 becomes 2 [bɪ'kʌm] v. 变成；成为；变得；适合（某人）；使（人）显得漂亮

61 body 2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62 breathing 2 ['bri:ðiŋ] n.呼吸；瞬间；微风 adj.呼吸的；逼真的 v.呼吸（breathe的现在分词）

63 causes 2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64 ecdc 2 External Count-Down Clock 外部倒计时钟

65 example 2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66 expected 2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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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Germany 2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69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70 infected 2 [in'fektid] adj.被感染的 v.传染（infec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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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jansa 2 扬绍

73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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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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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medical 2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77 normal 2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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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pass 2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80 pickl 2 皮克尔

81 prevent 2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82 professor 2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83 protect 2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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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protected 2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
85 questions 2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86 rate 2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
87 relating 2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88 respiratory 2 ['respərətəri, ri'spaiə-] adj.呼吸的

89 restrictions 2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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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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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shed 2 [ʃed] vt.流出；摆脱；散发；倾吐 vi.流出；脱落；散布 n.小屋，棚；分水岭

93 st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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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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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suggests 2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96 suppress 2 [sə'pres] vt.抑制；镇压；废止

97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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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99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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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vaccinated 2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102 vaccination 2 [,væksi'neiʃən] n.接种疫苗；种痘

103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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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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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whole 2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106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07 accept 1 [ək'sept] vt.接受；承认；承担；承兑；容纳 vi.承认；同意；承兑

108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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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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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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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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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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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gela 1 ['ændʒilə] n.安吉拉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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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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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120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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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block 1 n.块；街区；大厦；障碍物 vt.阻止；阻塞；限制；封盖 adj.成批的，大块的；交通堵塞的 n.(Blo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芬、罗)布洛克

123 bodo 1 波陀虫属 n.(Bodo)人名；(德、意、罗、塞、捷)博多

124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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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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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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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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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129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130 centre 1 ['sentə] vi.以…为中心 vt.集中；将…放在中央 n.中心 adj.中央的

131 chancellor 1 ['tʃɑ:nsələ, 'tʃæn-] n.总理（德、奥等的）；（英）大臣；校长（美国某些大学的）；（英）大法官；（美）首席法官
n.(Chancellor)人名；(英)钱塞勒

132 clinic 1 ['klinik] n.临床；诊所

133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134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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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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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coverage 1 n.覆盖，覆盖范围；新闻报道

138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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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dependent 1 [di'pendənt] adj.依靠的；从属的；取决于…的 n.依赖他人者；受赡养者

141 deputy 1 ['depjuti] n.代理人，代表 adj.副的；代理的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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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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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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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146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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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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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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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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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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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effectiveness 1 [ə'fektivnis] n.效力

153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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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environments 1 [en'vaɪərənmənts] 环境

156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57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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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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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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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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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166 functioning 1 ['fʌŋkʃəniŋ] n.运行，运作；[计]功能；机能；起酌（function的动名词） v.运行，起作用（function的现在分词形
式）

167 fur 1 [fə] n.皮，皮子；毛皮；软毛 n.水垢 vt.用毛皮覆盖；使穿毛皮服装 n.(Fur)人名；(法)菲尔；(瑞典)富尔

168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169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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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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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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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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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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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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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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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rm 1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
180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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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83 Hopkins 1 ['hɔpkinz] n.霍普金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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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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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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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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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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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190 Johns 1 [dʒɔnz] n.约翰斯（姓氏）

191 josep 1 n.(Josep)人名；(西)何塞普

192 kate 1 [keit] n.凯特（女子名，等于Catherine）

193 kelland 1 n. [姓氏] 凯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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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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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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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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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leaves 1 [li:vz] n.树叶；花瓣（leaf的复数） v.离开（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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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lifted 1 [lɪft] vt. 举起；运送；偷窃；升高；还清；取消 vi. 提升 n. 举起；提升；电梯；搭便车；帮助；载货量；扒窃

201 lose 1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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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204 Mainz 1 [maints] n.美因茨（德国西部港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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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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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Mayo 1 ['meiəu] n.梅奥（爱尔兰西北部一郡）

208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209 measure 1 ['meʒə] n.测量；措施；程度；尺寸 vt.测量；估量；权衡 vi.测量；估量

210 Merkel 1 n. 默克尔

211 mistake 1 [mi'steik] n.错误；误会；过失 vt.弄错；误解 vi.弄错；误解

212 models 1 ['mɒdlz] n. 模范；模特儿；模型（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）

213 moderna 1 莫德尔纳

214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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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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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218 naturally 1 ['nætʃərəli] adv.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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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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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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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3 notes 1 英 [nəʊt] 美 [noʊt] n. 笔记；便条；纸币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音调 vt. 注意；记录；注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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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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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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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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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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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onl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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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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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organs 1 n.[生物]器官；机构；风琴（organ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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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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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38 percentage 1 [pə'sentidʒ] n.百分比；百分率，百分数

239 pfizer 1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
240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241 populations 1 [pɒpjʊ'leɪʃnz] 居群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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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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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precaution 1 [pri'kɔ:ʃən] n.预防，警惕；预防措施 vt.警惕；预先警告

245 precautions 1 警惕

246 predict 1 [pri'dikt] vt.预报，预言；预知 vi.作出预言；作预料，作预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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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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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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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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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reached 1 到达

252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253 refer 1 [ri'fə:] vi.参考；涉及；提到；查阅 vt.涉及；委托；归诸于；使…求助于

254 refers 1 英 [rɪ'fɜ (ːr)] 美 [rɪ'fɜ rː] vt. 把 ... 提交；把 ... 归因；归类 vi. 参考；谈及；咨询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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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reproduction 1 [,ri:prə'dʌkʃən] n.繁殖，生殖；复制；复制品

257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258 rid 1 [rid] vt.使摆脱；使去掉 n.(Rid)人名；(英)里德

259 ruled 1 [ru lː] n. 规则；条例；习惯；统治；直尺 v. 支配；统治；画直线

260 same 1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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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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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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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shots 1 英 [ʃɒt] 美 [ʃɑ tː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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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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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skin 1 [skin] n.皮肤；外皮 vt.剥皮 vi.愈合；长皮

266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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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69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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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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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72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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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Stat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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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Stockholm 1 ['stɔkhəum; 'stɔ:k,hɔ:lm] n.斯德哥尔摩（瑞典首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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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78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79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280 target 1 n.目标，指标；（攻击的）对象；靶子 v.把...作为目标；面向，对准（某群体） n.（Target）美国塔吉特公司

281 teaching 1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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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thirds 1 [θɜːdz] n. 三号 名词third的复数形式.

284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285 throu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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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transmission 1 [trænz'miʃən, træns-, trɑ:n-] n.传动装置，[机]变速器；传递；传送；播送

287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288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
289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90 understood 1 [,ʌndə'stud] adj.被充分理解的；心照不宣的 v.明白；懂得（understand的过去分词）；熟悉

291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292 unlikely 1 [,ʌn'laikli] adj.不太可能的；没希望的 adv.未必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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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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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296 vaccinations 1 接种

297 Vienna 1 [vi'enə] n.维也纳（奥地利首都）

298 virology 1 [,vaiə'rɔlədʒi] n.[病毒]病毒学，滤过性微生物学

299 viruses 1 ['vaɪərəsɪz] n. 病毒 名词virus的复数形式.

300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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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
303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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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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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6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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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09 winfried 1 温弗里德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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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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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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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wrongly 1 ['rɔŋli] adv.错误地；不恰当地；不公正地

314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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