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2-30 [As It Is] Belarus, Argentina Start Giving Russian
COVID-19 Vaccine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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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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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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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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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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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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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lberto 1 n.阿尔贝托（阿塞拜疆教练）

8 Alexander 1 [,ælig'za:ndə] n.亚历山大（男子名）

9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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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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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ngered 1 英 ['æŋɡə(r)] 美 ['æŋɡər] n. 愤怒；怒火 vt. 激怒 vi. 发火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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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pproval 2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16 approved 2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17 approving 1 [ə'pru:viŋ] adj.赞成的，满意的 v.批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；赞成

18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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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rgentina 6 [,ɑ:dʒən'ti:nə] n.阿根廷（位于拉丁美洲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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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rrive 1 vi.到达；成功；达成；出生 n.(Arrive)人名；(法)阿里夫

22 arrived 1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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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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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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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August 2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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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ehaving 1 [bɪ'heɪv] v. 表现；行为；举止

30 Belarus 8 n.白罗斯（白罗斯共和国，欧洲国家）

31 Belarusian 2 白俄罗斯的

32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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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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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called 1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36 campaign 1 [kæm'pein] vi.作战；参加竞选；参加活动 n.运动；活动；战役

37 campaigns 1 [kæm'peɪn] n. 运动；战役；活动；竞选运动 v. 参加竞选；从事运动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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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ases 2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40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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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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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ompleted 1 [kəm'pliː 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4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45 confirmed 2 [kən'fə:md] adj.确认的；保兑的；坚定的；惯常的 v.确证；使坚定（confirm的过去分词）；批准

46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47 continued 1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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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ount 1 [kaunt] vt.计算；认为 vi.计数；有价值 n.计数；计算；伯爵 n.(Count)人名；(法、德、南非)伯爵(欧洲贵族头衔)，康特(人
名)

50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51 countr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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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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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riticism 1 ['krɪtɪsɪzəm] n.批评；考证；苛求

54 criticized 1 ['krɪtɪsaɪz] v. 批评；挑剔；评论；非难；吹毛求疵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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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deaths 2 ['deθs] 死亡人口

57 dec 1 abbr.数位计算设备公司（DigitalEquipmentCorporation）；数字设备公司（DataEquipmentCompany）；直接能量转换
（DirectEnergyConversion）

58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59 demands 1 英 [dɪ'mɑːnd] 美 [dɪ'mænd] n. 要求；需求 v. 要求；查问；需要

60 detained 1 [dɪ'teɪn] vt. 扣留；拘押；耽搁；延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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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dishonest 1 [dis'ɔnist] adj.不诚实的；欺诈的

63 dismissed 1 [dɪs'mɪst] adj. 解散的；摒弃的；解雇的 动词dismi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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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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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dose 1 [dəus] n.剂量；一剂，一服 vi.服药 vt.给药；给…服药 n.(Dose)人名；(德)多泽；(意、西、葡、塞)多塞；(英)多斯

67 doses 3 英 [dəʊs] 美 [doʊs] n. 剂量；一剂；一服 vt. 给 ... 服药

68 dozen 2 ['dʌzən] n.十二个，一打 adj.一打的

69 dru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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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eastern 1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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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effort 2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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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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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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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even 1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等
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77 expects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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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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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82 fern 1 [fə:n] n.[植]蕨；[植]蕨类植物

83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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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fir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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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6 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87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88 fraudulent 2 ['frɔ:djulənt] adj.欺骗性的；不正的

89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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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fueled 1 [fjuːədl] adj. 燃料的 动词fu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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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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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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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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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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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has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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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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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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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health 3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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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hide 1 [haid] vt.隐藏；隐瞒；鞭打 vi.隐藏 n.躲藏；兽皮；躲藏处

103 high 2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104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05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06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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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illegal 1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
109 in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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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0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111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112 is 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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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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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jails 1 [dʒeɪl] n. 监牢；监狱；拘留所 vt. 监禁；下狱

116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117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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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20 later 2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21 launched 2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122 leadership 1 ['li:dəʃip] n.领导能力；领导阶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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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125 lukashenko 2 n. 卢卡申科

126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27 ma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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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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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mainly 1 ['meinli] adv.主要地，大体上

129 manipulate 1 [mə'nipjuleit] vt.操纵；操作；巧妙地处理；篡改

130 manipulating 1 [mə'nɪpjuleɪt] vt. 操纵；操作；控制；利用；(巧妙地)处理；篡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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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mass 2 n.块，团；群众，民众；大量，众多；质量 adj.群众的，民众的；大规模的，集中的 vi.聚集起来，聚集 vt.使集合

133 medical 4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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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millio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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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ministry 2 ['ministri] n.（政府的）部门

137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138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39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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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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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nearly 3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43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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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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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offering 1 ['ɔfəriŋ, 'ɔ:-] n.提供；祭品；奉献物；牲礼 v.提供（offer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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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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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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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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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opinions 1 n.意见；评价（opinion的复数）；舆论

153 opposition 1 [,ɔpə'ziʃən] n.反对；反对派；在野党；敌对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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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56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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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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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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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pandemic 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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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people 9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65 permitted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166 politicians 1 [pɒlɪ'tɪʃnz] 政治家

167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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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presse 1 Die Presse (German-Neue Freie Presse)-Vienna's Press (德语)维也纳通信社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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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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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protesters 2 n.抗议者( protester的名词复数 ); 反对者; 拒绝者; 断言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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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receiv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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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4 recorded 1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
175 refuse 1 [ri'fju:z, ri:-] n.垃圾；废物 vt.拒绝；不愿；抵制 vi.拒绝

176 release 1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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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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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republic 1 [ri'pʌblik] n.共和国；共和政体

180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181 requires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182 resign 1 [ri'zain] vt.辞职；放弃；委托；使听从 vi.辞职 n.辞去职务

183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84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185 risk 2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186 Russia 5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187 Russian 6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188 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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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s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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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scale 2 [skeil] n.规模；比例；鳞；刻度；天平；数值范围 vi.衡量；攀登；剥落；生水垢 vt.测量；攀登；刮鳞；依比例决定 n.
(Scale)人名；(意)斯卡莱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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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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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shot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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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195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196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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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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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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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soviet 1 ['sauviət, 'sɔ-] adj.苏联的；苏维埃的；委员会的 n.苏维埃（代表会议）；委员会；代表会议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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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sputnik 6 ['spʌtnit; 'spu-] n.人造卫星（前苏联制造）

203 start 3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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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statement 2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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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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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style 2 [stail] n.风格；时尚；类型；字体 vt.设计；称呼；使合潮流 vi.设计式样；用刻刀作装饰画 n.(Style)人名；(英)斯泰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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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suspect 1 [sə'spekt, 'sʌspekt] n.嫌疑犯 adj.可疑的；不可信的 vt.怀疑；猜想 vi.怀疑；猜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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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teachers 3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213 TENS 1 十位

214 tested 1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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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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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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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t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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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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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20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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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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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225 thousands 2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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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to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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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8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
229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30 twelve 1 [twelv] n.十二；十二个 num.十二；十二个 adj.十二的；十二个的

231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32 uncontrollably 1 [,ʌnkən'trəuləbli] adv.控制不住地

233 us 1 pron.我们

234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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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236 vaccinate 1 ['væksineit] vi.接种疫苗 vt.给…注射疫苗 n.被接种牛痘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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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vaccinations 1 接种

239 vaccine 11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240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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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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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voluntary 1 ['vɔləntəri] adj.自愿的；志愿的；自发的；故意的 n.志愿者；自愿行动

244 volunteers 1 英 [ˌvɒlən'tɪə(r)] 美 [ˌvɑ lːən'tɪr] n. 志愿者；(自行生长的)植物 v. (自愿)做

245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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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47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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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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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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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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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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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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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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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256 widely 1 ['waidli] adv.广泛地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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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wish 1 [wiʃ] n.希望；祝福；心愿 vt.祝愿；渴望；向…致问候语 vi.愿望；需要 n.(Wish)人名；(英)威什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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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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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within 2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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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2 workers 3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263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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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266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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