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2-10 [Health and Lifestyle] Britain Studies Allergic Reactions
Linked to Pfizer Vaccin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5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and 2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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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vaccine 22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5 i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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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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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tha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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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or 1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9 said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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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ith 1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1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 i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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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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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hav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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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alth 8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6 not 8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7 O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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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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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pfizer 8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
20 reactions 8 英 [ri'ækʃənz] 美 [rɪ'ækʃənz] n. 反应（reaction的复数）

21 an 7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2 trials 7 n.审判( trial的名词复数 ); （对能力、质量、性能等的）试验; 测试; 比赛

23 allergic 6 [ə'lə:dʒik] adj.对…过敏的；对…极讨厌的

24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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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emergency 6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26 UAE 6 abbr.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(=United Arab Emirates)

27 were 6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8 china 5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29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30 history 5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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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two 5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3 us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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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fter 4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35 agency 4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36 allergies 4 英 ['ælədʒi] 美 ['ælərdʒi] n. 过敏症；反感；厌恶

37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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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if 4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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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medical 4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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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severe 4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43 volunteers 4 英 [ˌvɒlən'tɪə(r)] 美 [ˌvɑ lːən'tɪr] n. 志愿者；(自行生长的)植物 v. (自愿)做

44 advised 3 [əd'vaizd] adj.考虑过的；细想过的 v.建议（advise的过去分词）；劝告

45 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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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approved 3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47 Britain 3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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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auses 3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50 covid 3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51 did 3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52 documents 3 英 ['dɒkjumənt] 美 ['dɑːkjumənt] n. 文件；公文；文档 vt. 记载；(用文件等)证明

53 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54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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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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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57 information 3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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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mhra 3 Modern Humanities Research Association 现代人文科学研究会

60 ministry 3 ['ministri] n.（政府的）部门

61 perce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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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releas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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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significant 3 [sig'nifikənt] adj.重大的；有效的；有意义的；值得注意的；意味深长的 n.象征；有意义的事物

64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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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Tuesday 3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66 vaccination 3 [,væksi'neiʃən] n.接种疫苗；种痘

67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68 we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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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70 Abu 2 abbr.亚洲广播联盟（AsianBroadcastUnion） n.(Abu)人名；(葡、哈萨、塔吉、吉尔、乌兹、阿塞、土库)阿布

71 activity 2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72 allergy 2 ['ælədʒi] n.过敏症；反感；厌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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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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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5 became 2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76 become 2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77 both 2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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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9 condition 2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80 countries 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81 data 2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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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eating 2 ['i:tiŋ] adj.侵蚀的；可生食的；进餐用的 n.吃；食物 v.吃（eat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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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efficacy 2 ['efikəsi, ,efi'kæsəti] n.功效，效力

85 excluded 2 [ɪk'skluːd] vt. 排除；阻止；拒绝接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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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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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food 2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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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harmless 2 ['hɑ:mlis] adj.无害的；无恶意的

91 included 2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92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93 like 2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94 linked 2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
95 looking 2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96 makers 2 n. 迈克（美国一家公司）

97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98 medicine 2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99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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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national 2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101 NHS 2 [ˌeneɪtʃ'es] abbr. 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（=National Health Service）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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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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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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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powis 2 n. 波伊斯

106 precautionary 2 [pri'kɔ:ʃnəri] adj.预防的；留心的；预先警戒的

107 published 2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108 receive 2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109 regulator 2 n.调整者；监管者；校准器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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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results 2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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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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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serious 2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115 shot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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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116 shows 2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117 si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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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119 started 2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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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22 touching 2 ['tʌtʃiŋ] adj.动人的，令人同情的 prep.至于，关于 v.接触；感动（touch的ing形式）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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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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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vaccines 2 疫苗程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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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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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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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131 acted 1 ['æktɪd] v. 行动；假装；表演；扮演；充当（动词a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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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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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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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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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advice 1 [əd'vais] n.建议；忠告；劝告；通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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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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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0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41 agencies 1 ['eɪdʒənsi] n. 代理；代理处；政府机构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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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44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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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147 antibodies 1 ['æntɪ̩ bɒdɪz] n. 抗体；免疫体 名词antibody的复数形式.

148 approval 1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149 Arab 1 ['ærəb] adj.阿拉伯的 n.阿拉伯人；阿拉伯马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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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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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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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3 basis 1 ['beisis] n.基础；底部；主要成分；基本原则或原理

154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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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
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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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bod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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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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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61 Canadian 1 [kə'neidiən] adj.加拿大（人）的 n.加拿大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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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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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165 check 1 vt.检查，核对；制止，抑制；在…上打勾 vi.核实，查核；中止；打勾；[象棋]将一军 n.<美>支票；制止，抑制；检
验，核对 n.（英）切克（人名）

166 Chinese 1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167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168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69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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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committee 1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172 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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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174 conducting 1 [kən'dʌkt] n. 行为；举动；品行 v. 引导；指挥；管理 vt. 导电；传热

175 controls 1 英 [kən'trəʊls] 美 [kən'troʊls] n. 控制器；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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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countr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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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cultural 1 ['kʌltʃərəl] adj.文化的；教养的

179 d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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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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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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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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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184 Dubai 1 [英 [ˈdju:bai] 美 [duˈbaɪ]] n.迪拜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酋长国之一）；迪拜港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港市）

185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186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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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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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effectiveness 1 [ə'fektivnis] n.效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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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Egypt 1 ['i:dʒipt] n.埃及（非洲国家）

192 ema 1 abbr. 导弹电子搜索系统（=Electronic Missile Acquisition） abbr. 电子制造商协会（=Electronic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）

193 emirate 1 [ə'miərət] n.酋长国

194 emirates 1 United Arab Emirates (on the Trucial Coast of the Persian Gulf)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(位于波斯湾)

195 enforcing 1 英 [ɪn'fɔː s] 美 [ɪn'fɔː rs] vt. 强迫；强制；实施；执行；加强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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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198 entertainment 1 [,entə'teinmənt] n.娱乐；消遣；款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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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Evans 1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201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202 expectations 1 [ekspek'teɪʃnz] 预期继承的遗产

203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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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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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208 further 1 ['fə:ðə] adv.进一步地；而且；更远地 adj.更远的；深一层的 vt.促进，助长；增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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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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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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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healthcare 1 ['helθkeə] 保健

214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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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home 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216 howev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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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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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identified 1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18 ill 1 [il] adj.生病的；坏的；邪恶的；不吉利的 adv.不利地；恶劣地；几乎不 n.疾病；不幸 n.(Ill)人名；(捷、匈)伊尔

219 imperial 1 [im'piəriəl] adj.帝国的；皇帝的；至高无上的；威严的 n.纸张尺寸；特等品 n.(Imperial)人名；(西)因佩里亚尔

220 inactivated 1 [ɪn'æktɪveɪt] v. 使不活跃；〈化〉破坏...的活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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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injected 1 充血的 注入的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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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investigators 1 [ɪn'vestɪɡeɪtəz] 侦查人员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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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6 issue 1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
227 Jonathan 1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228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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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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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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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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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listen 1 ['lisən] vi.听，倾听；听从，听信 n.听，倾听

234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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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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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maker 1 ['meikə] n.制造者；造物主；出期票人 n.(Maker)人名；(英)马克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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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medicines 1 ['medsnz] 药品

240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241 met 1 [met] v.遇见（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et)人名；(瑞典)梅特

242 milli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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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moderna 1 莫德尔纳

244 monitor 1 n.监视器；监听器；监控器；显示屏；班长 vt.监控

245 monitoring 1 ['mɔnitəriŋ] n.监视，[自]监控；检验，检查 v.监视，[通信][军]监听，监督（monitor的ing形式）

246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47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248 nationalities 1 [næʃə'nælɪtɪz] n. 民族 名词nationality的复数形式.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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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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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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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3 noticed 1 ['nəʊtɪst] v. 注意，通知，留意（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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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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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observe 1 vt.庆祝 vt.观察；遵守；说；注意到；评论 vi.观察；说；注意到；评论

257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258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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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openshaw 1 n. 奥彭肖

261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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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2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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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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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participant 1 [pɑ:'tisipənt] adj.参与的；有关系的 n.参与者；关系者

266 participants 1 [pɑ 'ːtɪsɪpənts] adj. 有份的；n

267 participated 1 英 [pɑ 'ːtɪsɪpeɪt] 美 [pɑ rː'tɪsɪpeɪt] vi. 参加；参与 vt. 分享

268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269 Peru 1 [pə'ru] n.秘鲁（拉丁美洲国家名）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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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71 pharmaceutical 1 [,fɑ:mə'sju:tikəl] adj.制药（学）的 n.药物

272 phase 1 n.月相 n.（月亮的）盈亏 n.时期

273 placebo 1 [plə'si:bəu] n.安慰剂；为死者所诵的晚祷词

274 polio 1 ['pəuliəu] n.小儿麻痹症（等于poliomyelitis）；脊髓灰质炎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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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preparation 1 [,prepə'reiʃən] n.预备；准备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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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previously 1 ['pri:vju:sli] adv.以前；预先；仓促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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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products 1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281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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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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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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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r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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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reaction 1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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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8 recovering 1 [ri'kʌvəriŋ] n.恢复；再生；补偿 v.恢复；再生（recover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289 regulatory 1 ['regjulətəri] adj.管理的；控制的；调整的

290 re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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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92 requests 1 [rɪ'kwest] n. 请求；要求 vt. 请求；要求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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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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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6 Russia 1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297 see 1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298 seek 1 [si:k] vt.寻求；寻找；探索；搜索 vi.寻找；探索；搜索

299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300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301 shand 1 n. 尚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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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sho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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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4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305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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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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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7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308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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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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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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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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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Stephen 1 ['sti:vən] n.斯蒂芬（男子名）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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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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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substance 1 ['sʌbstəns] n.物质；实质；资产；主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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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321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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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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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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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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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329 tourism 1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
330 unclear 1 英 [ˌʌn'klɪə(r)] 美 [ˌʌn'klɪr] adj. 不清楚的；含混的

331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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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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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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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warning 1 ['wɔ:niŋ] n.警告；预兆；预告 adj.警告的；引以为戒的 v.警告（warn的ing形式） n.(Warning)人名；(德)瓦宁

336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
337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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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339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40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341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342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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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4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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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yesterday 1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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