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1-05 [As It Is] US Considers Vaccinating More People Using
Half Dose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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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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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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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dministered 1 英 [əd'mɪnɪstə(r)] 美 [əd'mɪnɪstər] vt. 管理；执行；给与；用(药) vi. 执行管理人职责；给与帮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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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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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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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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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ges 1 [eɪdʒ] n. 年龄；时代；时期；长时间 v. （使）变老；（使）陈化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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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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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llow 1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
16 already 2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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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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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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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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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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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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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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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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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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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 astrazeneca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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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0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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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 Augus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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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3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34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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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37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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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orders 1 n.鲍德斯（公司名，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）

40 boris 1 ['bɔris] n.鲍里斯（男子名）

41 Brian 1 ['braiən] n.布莱恩（男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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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brings 1 [brɪŋz] v. 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劝诱（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43 Britain 5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44 by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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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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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47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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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aty 1 卡蒂

50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51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52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53 commen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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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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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onfirm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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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onsidering 1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
57 considers 1 英 [kən'sɪdə(r)] 美 [kən'sɪdər] v. 考虑；思考；认为；体谅；注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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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ontrol 2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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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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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ountr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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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ovid 6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64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65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66 d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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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deaths 2 ['deθs] 死亡人口

68 December 3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69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70 delivered 1 [dɪ'lɪvəd] adj. 已交付的，已交货的；已送达的 v. 递送；发表（演讲）；交付（deli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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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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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discussing 1 [dɪ'skʌs] v. 讨论；论述；商量

74 disease 4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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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dos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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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doses 6 英 [dəʊs] 美 [doʊs] n. 剂量；一剂；一服 vt. 给 ... 服药

78 double 1 ['dʌbl] n.两倍；双精度型 adj.双重的；两倍的 vi.加倍，加倍努力；快步走 vt.使加倍 adv.双重地；两倍地；弓身地 n.
(Double)人名；(法)杜布勒；(英)道布尔

79 drug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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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drugmaker 1 ['drʌg,meikə] n.制药者

81 due 1 [dju:, du:] adj.到期的；预期的；应付的；应得的 n.应付款；应得之物 adv.正（置于方位词前） n.(Due)人名；(英)迪尤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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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easier 1 [英 ['i:zɪə] 美 ['i:zɪr]] adj.更简单；容易些（easy的比较级形式）；较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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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effective 2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
86 eighty 1 ['eiti] n.八十；八十岁；八十年代 adj.八十的，八十个的；八十岁的 num.八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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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end 2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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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Europe 2 ['juərəp] n.欧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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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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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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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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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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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faster 1 ['fa:stə] adj.更快的 adv.更快地 n.(Faster)人名；(德、捷)法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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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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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99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0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01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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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Germany 3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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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giving 2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106 goals 1 ['ɡəʊlz] n.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.

107 government 6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08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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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9 half 3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110 Hanno 1 n.(Hanno)人名；(西)安诺；(德、挪、瑞典)汉诺

111 has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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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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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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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115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16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117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118 hoped 1 英 [həʊpt] 美 [hoʊpt] adj. 希望的；盼望的 动词ho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19 identical 1 [ai'dentikəl] adj.同一的；完全相同的 n.完全相同的事物

120 immediately 1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
121 immunity 2 [i'mju:nəti] n.免疫力；豁免权；免除

122 i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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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3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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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injected 2 充血的 注入的

126 injecting 1 [ɪn'dʒekt] v. 注射；注入；引入；插入

127 injection 2 [in'dʒekʃən] n.注射；注射剂；充血；射入轨道

128 invented 1 [ɪn'ventɪd] v. 发明；创造，捏造（动词inv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 已发明的

129 is 1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0 Israel 3 ['izreiəl] n.以色列（亚洲国家）；犹太人，以色列人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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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its 6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33 Johnson 2 ['dʒɔnsən] n.约翰逊（姓氏）

134 j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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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kautz 1 n. 考茨

136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137 kidney 1 ['kidni] n.[解剖]肾脏；腰子；个性 n.(Kidney)人名；(英)基德尼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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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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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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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143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144 lockdown 1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145 mainland 1 ['meinlənd] n.大陆；本土 adj.大陆的；本土的 n.(Mainland)人名；(英)梅因兰

146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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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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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150 midnight 1 ['midnait] n.午夜，半夜12点钟 adj.半夜的；漆黑的

151 million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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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153 minister 2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154 ministry 1 ['ministri] n.（政府的）部门

155 moderna 4 莫德尔纳

156 moncef 1 蒙塞夫

157 Monday 4 ['mʌndi] n.星期一

158 mor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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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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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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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164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65 new 6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66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67 Nicola 1 n. 妮古拉(女子名)

168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69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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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numb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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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of 2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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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officials 4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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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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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on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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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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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order 2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180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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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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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owned 1 [əund] v.拥有；承认（own的过去分词） adj.自身拥有的

184 Oxford 3 ['ɔksfəd] n.牛津大学；牛津（英国城市）

185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186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
187 people 1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88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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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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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pfizer 3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
192 pinker 2 [pɪŋk] adj. 粉红色的 n. 粉红色

193 plan 2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194 pointing 1 ['pɔintiŋ] n.指示 v.指向；指点（point的ing形式）

195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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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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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presence 1 ['prezəns] n.存在；出席；参加；风度；仪态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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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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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prime 1 [praim] adj.主要的；最好的；基本的 adv.极好地 n.初期；青年；精华；全盛时期 vt.使准备好；填装 vi.作准备 n.(Prime)
人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
202 program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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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204 proud 1 [praud] adj.自豪的；得意的；自负的 n.(Proud)人名；(英)普劳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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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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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race 1 n.属，种；种族，人种；家庭，门第；赛事，赛跑 vt.使参加比赛；和…竞赛；使急走，使全速行进 vi.比速度，参加竞
赛；全速行进 n.(Race)人名；(英)雷斯；(塞)拉采

208 reached 1 到达

209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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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regret 1 [ri'gret] n.遗憾；抱歉；悲叹 vt.后悔；惋惜；哀悼 vi.感到后悔；感到抱歉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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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3 reported 3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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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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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requires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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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18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219 Russia 1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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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22 Scotland 1 ['skɔtlənd] n.苏格兰

223 Scottish 1 ['skɔtiʃ] adj.苏格兰的；苏格兰人的；苏格兰语的 n.苏格兰人；苏格兰语

224 second 1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225 secured 1 英 [sɪ'kjʊə(r)] 美 [sə'kjʊr] adj. 安全的；牢靠的；稳妥的 vt. 使安全；获得；固定

226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227 seibert 1 n. 塞伯特

228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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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shand 2 n. 尚德

231 since 4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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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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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spokesman 2 ['spəuksm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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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sputnik 1 ['spʌtnit; 'spu-] n.人造卫星（前苏联制造）

237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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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steffen 1 斯特芬

240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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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struggle 1 ['strʌgl] vi.奋斗，努力；挣扎 n.努力，奋斗；竞争 vt.使劲移动；尽力使得

243 sturgeon 1 ['stə:dʒən] n.鲟鱼 n.(Sturgeon)人名；(英)斯特金

244 sudden 1 ['sʌdən] adj.突然的，意外的；快速的 n.突然发生的事

245 Sunday 2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246 surge 3 n.汹涌；大浪，波涛；汹涌澎湃；巨涌 v.汹涌；起大浪，蜂拥而来

247 susan 2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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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ten 1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
250 tha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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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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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the 5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53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254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55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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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threatening 1 ['θretəniŋ] adj.危险的；胁迫的；凶兆的 v.威胁；恐吓；迫近（threaten的ing形式）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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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to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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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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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tonight 1 [tə'nait] adv.在今晚 n.今晚

260 total 2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
261 touc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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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2 transport 1 [træns'pɔ:t; trænz-træns'pɔ:t, trænz-, trɑ:n-, 'trænspɔ: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机；狂喜；流放犯 vt.运输；流放；使狂喜

263 treatment 3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264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265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66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267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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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70 us 1 pron.我们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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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273 vaccinate 2 ['væksineit] vi.接种疫苗 vt.给…注射疫苗 n.被接种牛痘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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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vaccinating 1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276 vaccination 4 [,væksi'neiʃən] n.接种疫苗；种痘

277 vaccinations 2 接种

278 vaccine 13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279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
280 version 4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281 versions 1 ['vɜ ʃːəns] n. 版本 名词version的复数形式.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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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virus 3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284 vitamin 1 ['vɪtəmɪn, 'vʌɪt-] n.[生化]维生素；[生化]维他命

285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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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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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289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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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92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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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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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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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6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97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98 yourself 1 [jɔ:'self, juə-, jə-] pron.你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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