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7-06 [Health and Lifestyle] Nearly All US COVID-19 Deaths
Are Among Unvaccinated Peopl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1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to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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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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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vaccinated 11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6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 h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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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t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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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eaths 8 ['deθs] 死亡人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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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nd 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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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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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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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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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7 fully 5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18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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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on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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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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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vaccine 5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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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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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5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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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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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8 able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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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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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mong 3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31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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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CDC 3 abbr. 疾病控制中心(=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)

33 d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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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do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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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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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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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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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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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health 3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40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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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nearly 3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43 onl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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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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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46 three 3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47 Washington 3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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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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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adults 2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52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53 ap 2 abbr.美国联合通讯社（AssociatedPress）；空气污染（AirPollution）；大气规划（AirProgram）；汇编程序
（AssemblyProgram） n.(Ap)人名；(中)鸭(广东话·威妥玛)

54 Arkansas 2 ['ɑ:kənsɔ:] n.（美国）阿肯色州

55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6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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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59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60 died 2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61 disease 2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62 dropped 2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
63 du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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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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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eligible 2 ['elidʒəbl] adj.合格的，合适的；符合条件的；有资格当选的 n.合格者；适任者；有资格者

66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67 he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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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hospital 2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69 hospitalization 2 [,hɔspitəlai'zeiʃən, -li'zei-] n.住院治疗；医院收容；住院保险（等于hospitalizationinsurance）

70 least 2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71 michaels 2 ['maiklz] 麦克（姓）

72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73 point 2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74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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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public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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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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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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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she 2 [ʃi:] pron.她（主格）；它（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、船舶、地球、月亮等） n.女人；雌性动物 n.(She)人名；(中)佘(普通话
·威妥玛)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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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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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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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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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state 2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83 Stat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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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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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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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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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unvaccinated 2 [ʌn'væksɪneɪtɪd] adj. 未接种过的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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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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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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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93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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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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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asa 1 ['eisə] abbr.美国标准协会（AmericanStandardsAssociation）；美国声学学会（AcousticalSocietyofAmerica）；（英国）广告标
准管理局（AdvertisingStandardsAuthority） n.(Asa)人名；(英、印尼)阿萨；(泰)阿沙

97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98 bagne 1 监禁罪犯的监狱

99 Barack 1 n.贝拉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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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02 below 1 [bi'ləu] adv.在下面，在较低处；在本页下面 prep.在…下面 n.(Below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贝洛

103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104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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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carla 1 ['kɑ:lə] n.卡拉（女子名）

106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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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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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Cheyenne 1 [ʃaɪ̍ ɛn, -ˈæn] n.（地名)（美国，怀俄明州)夏延

110 chosen 1 ['tʃəuzən] vt.选择（choos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挑选出来的，精选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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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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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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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county 1 ['kaunti] n.郡，县

115 daily 1 ['deili] adj.日常的；每日的 n.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日常地；每日；天天 n.(Daily)人名；(英)戴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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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118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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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demand 1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
121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122 desire 1 [di'zaiə] n.欲望；要求，心愿；性欲 vt.想要；要求；希望得到… vi.渴望 n.(Desire)人名；(刚(布)、英)德西雷

123 die 1 [dai] vi.死亡；凋零；熄灭 vt.死，死于… n.冲模，钢模；骰子 n.(Die)人名；(西)迭；(阿拉伯)迪埃

124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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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dr 1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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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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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dying 1 ['daiiŋ] adj.临终的，垂死的 n.死，死亡 v.死，死亡；枯萎；失去活力（die的ing形式）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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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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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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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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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entirely 1 [in'taiə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

133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34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35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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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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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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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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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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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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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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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4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145 gotten 1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
146 governor 1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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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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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50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51 Hutchinson 1 n.哈钦森（英国植物学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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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154 infected 1 [in'fektid] adj.被感染的 v.传染（infec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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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57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158 Johnson 1 ['dʒɔnsən] n.约翰逊（姓氏）

159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160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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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Karen 1 ['ka:rən] n.凯伦（人名）；克伦邦（缅甸邦名）

163 king 1 [英[kɪŋ] 美[kɪŋ]] n.国王；最有势力者；王棋 vi.统治；做国王 vt.立…为王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，最大的 n.(King)人名；
(德、英、葡、捷、西)金；(中)金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京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京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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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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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les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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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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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literally 1 adv.照字面地；逐字地；不夸张地；正确地；简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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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loved 1 [lʌvd] v.热爱（lov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恋爱的；受珍爱的

171 lowest 1 ['ləuist] adj.最低的；最小的（low的最高级）；最底下的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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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174 mcknight 1 n. 麦克奈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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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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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mike 1 n.扩音器，麦克风；话筒；休息,游手好闲 vi.使用扩音器；偷懒,游手好闲 vt.用扩音器传送；用窃听器窃听

178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79 much 1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180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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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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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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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Obama 1 n. 巴拉克- 奥巴马(1961-)；美国第44任总统(2009-)

185 occupational 1 [,ɔkju'peiʃənəl] adj.职业的；占领的

186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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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189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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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191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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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194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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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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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98 preventable 1 [pri'ventəbl, pri:-] adj.可预防的；可阻止的；可防止的

199 prevented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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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02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203 push 1 vt.推动，增加；对…施加压力，逼迫；按；说服 vi.推进；增加；努力争取 n.推，决心；大规模攻势；矢志的追求

204 pushed 1 [puʃt] adj.处于窘境的；为难的；推挤现象的 v.推；挤；逼迫（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05 rates 1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
206 reached 1 到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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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recover 1 [ri'kʌvə] vt.恢复；弥补；重新获得 vi.恢复；胜诉；重新得球 n.还原至预备姿势 n.(Recover)人名；(西)雷科韦尔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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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0 remaining 1 [rɪ'meɪnɪŋ] adj. 剩余的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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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rising 1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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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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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rochelle 1 [rəu'ʃel] n.罗谢尔（女子名）

216 ross 1 [rɔs; rɔ:s] n.罗丝（女性名）

217 sad 1 [sæd] adj.难过的；悲哀的，令人悲痛的；凄惨的，阴郁的（形容颜色）

218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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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220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21 Seattle 1 [si'ætl] n.西雅图（美国一港市）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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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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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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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sister 1 n.姐妹；（称志同道合者）姐妹；修女；护士 adj.姐妹般的；同类型的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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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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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230 stobbe 1 施托贝

231 stories 1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32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233 suggest 1 vt.提议，建议；启发；使人想起；显示；暗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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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surplus 1 ['sə:plʌs, -pləs] n.剩余；[贸易]顺差；盈余；过剩 adj.剩余的；过剩的

236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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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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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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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thirty 1 ['θə:ti] n.三十年代 num.三十 adj.三十个的

242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3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44 tweeted 1 [twiː t] n. 小鸟的啁啾声；(社交网站Twitter上的)微博 v. 小鸟鸣叫；在Twitter上发微博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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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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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unlike 1 [,ʌn'laik] adj.不同的，不相似的 prep.和…不同，不像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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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us 1 pron.我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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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vaccinations 1 接种

252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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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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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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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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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259 wit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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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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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1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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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Wyoming 1 [wai'əumiŋ] n.美国怀俄明州

264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65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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