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8-31 [As It Is] Japan Suspends Use of Some Moderna Vaccine
Supply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2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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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i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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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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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t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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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japan 8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9 moderna 8 莫德尔纳

10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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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said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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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3 health 6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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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nd 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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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8 covid 4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9 doses 4 英 [dəʊs] 美 [doʊs] n. 剂量；一剂；一服 vt. 给 ... 服药

20 for 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1 shot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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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2 s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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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4 us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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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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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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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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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 contamination 3 [kən,tæmi'neiʃən] n.污染，玷污；污染物

30 doctor 3 vt.修理；篡改，伪造；为…治病；授以博士学位 n.医生；博士 vi.就医；行医

31 foreign 3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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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Japanese 3 [,dʒæpə'ni:z] adj.日本（人）的；日语的 n.日本人；日语

34 milli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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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ministry 3 ['ministri] n.（政府的）部门

36 officials 3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37 particles 3 ['paː tɪklz] n. 碎木料 名词particle的复数形式.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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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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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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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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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Tokyo 3 ['təukjəu; -kiəu; 'tɔ:kjɔ:] n.东京（日本首都）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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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44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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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ottles 2 英 ['bɒtl] 美 ['bɑ tːl] n. 瓶子 vt. 抑制；把 ... 装入瓶内

47 came 2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48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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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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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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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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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deaths 2 ['deθs] 死亡人口

53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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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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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dru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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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efficacy 2 ['efikəsi, ,efi'kæsəti] n.功效，效力

58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59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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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0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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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howev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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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lates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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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led 2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64 men 2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65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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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needle 2 ['ni:dl] n.针；指针；刺激；针状物 vi.缝纫；做针线 vt.刺激；用针缝 n.(Needle)人名；(英)尼德尔

67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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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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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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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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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pieces 2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73 precaution 2 [pri'kɔ:ʃən] n.预防，警惕；预防措施 vt.警惕；预先警告

74 problem 2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75 put 2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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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ovi 2 罗维

78 rubber 2 n.橡胶；橡皮；合成橡胶；按摩师；避孕套 adj.橡胶制成的 vt.涂橡胶于；用橡胶制造 vi.扭转脖子看；好奇地引颈而望
n.(Rubber)人名；(西)鲁韦尔

79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80 sm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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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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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；(英)斯莫尔

81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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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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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supplies 2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84 supply 2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85 suspension 2 [sə'spenʃən] n.悬浮；暂停；停职

86 takeda 2 n. 竹田(在日本；东经 134º49' 北纬 35º20')

87 taken 2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88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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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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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91 variant 2 ['vεəriənt] adj.不同的；多样的 n.变体；转化

92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93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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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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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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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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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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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agreed 1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101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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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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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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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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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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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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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Australian 1 [ɔ:'streɪljən] adj.澳大利亚的，澳大利亚人的 n.澳大利亚人

109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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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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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blood 1 [blʌd] n.血，血液；血统 vt.从…抽血；使先取得经验 n.(Blood)人名；(英、西)布拉德

113 broken 1 ['brəukən] adj.破碎的；坏掉的 v.折断；打碎；损坏（break的过去分词）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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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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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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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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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119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120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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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contain 1 [kən'tein] vt.包含；控制；容纳；牵制（敌军） vi.含有；自制

123 containers 1 [kən'teɪnəs] n.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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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containing 1 [kən'teɪnɪŋ] n. 包含；包括 v. 容纳；包含；抑制；克制（动词contain的现在分词）

125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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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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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cover 1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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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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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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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delta 1 ['deltə] n.（河流的）三角洲；德耳塔（希腊字母的第四个字） n.(Delta)人名；(英、罗、葡)德尔塔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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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5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136 directly 1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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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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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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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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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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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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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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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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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fever 1 ['fi:və] n.发烧，发热；狂热 vt.使发烧；使狂热；使患热病 vi.发烧；狂热；患热病

149 fevers 1 英 ['fiː və(r)] 美 ['fiː vər] n. 狂热；发烧；发热 v. （使）发烧；（使）狂热

150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151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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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fluids 1 ['flu:ɪdz] n. 液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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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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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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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glass 1 [glɑ:s, glæs] n.玻璃；玻璃制品；镜子 vt.反映；给某物加玻璃 vi.成玻璃状 n.(Gl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)格拉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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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gunma 1 郡马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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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halted 1 [hɔː lt] n. 停止；止步 v. 停止；中止；暂停 v. 踌躇；犹豫；跛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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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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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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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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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166 identified 1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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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68 impure 1 [im'pjuə] adj.不纯的；肮脏的；道德败坏的

169 infecting 1 [ɪn'fekt] vt. 传染；感染

170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71 insert 1 vt.插入；嵌入 n.插入物；管芯；镶块；[机械]刀片

172 into 1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
173 investigate 1 [in'vestigeit] v.调查；研究

174 investigated 1 [ɪn'vestɪɡeɪt] v. 调查；研究

175 investigation 1 [in,vesti'geiʃən] n.调查；调查研究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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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178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179 kinoshita 1 木下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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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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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manufacturing 1 [,mænju'fæktʃəriŋ] adj.制造的；制造业的 n.制造业；工业 v.制造；生产（manufactur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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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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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metal 1 ['metəl] n.金属；合金 vt.以金属覆盖 adj.金属制的 n.(Metal)人名；(捷)梅塔尔；(瑞典)梅塔尔

188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189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190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191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92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93 Nicholas 1 ['nikələs] n.尼古拉斯（男子名）

194 norma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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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NTT 1 =Nippon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Public Corporation 日本电报电话公共公司

196 nurse 1 [nə:s] vt.看护，护理；照顾；培养；给…喂奶 vi.照料，护理；喂奶；当保姆 n.护士；奶妈，保姆 n.(Nurse)人名；(英)纳
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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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Okinawa 1 ['ɔki'nɑ:wɑ:] n.冲绳县（日本）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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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opinion 1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201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02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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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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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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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plastic 1 ['plæstik,'plɑ:s-] adj.塑料的；（外科）造型的；可塑的 n.塑料制品；整形；可塑体

207 pointed 1 ['pɔintid] adj.尖的；突出的；锐利的；率直的 v.指出；瞄准（point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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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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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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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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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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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production 1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214 properly 1 ['prɔpəli] adv.适当地；正确地；恰当地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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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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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remain 1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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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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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221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22 rocky 1 ['rɔki] adj.岩石的，多岩石的；坚如岩石的；摇晃的；头晕目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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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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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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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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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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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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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Spanish 1 ['spæniʃ] adj.西班牙的；西班牙人的；西班牙语的 n.西班牙语；西班牙人

230 st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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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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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steel 1 [sti:l] n.钢铁；钢制品；坚固 vt.钢化；使冷酷 adj.钢制的；钢铁业的；坚强的 n.(Steel)人名；(德)施特尔；(英)斯蒂尔

233 substances 1 n.物质( substance的名词复数 ); 实质; 物体; [哲学]1)。 本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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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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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237 suspended 1 [sə'spendid] adj.悬浮的；暂停的，缓期的（宣判）

238 suspending 1 [səs'pendɪŋ] n. 悬浮；暂停 动词suspend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39 suspends 1 [sə'spend] v. 暂停；悬浮；中止；勒令停职

240 swift 1 n.褐雨燕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；敏捷的；立刻的 adv.迅速地 n.(Swift)人名；(英)斯威夫特 n.苹果公司开创的新款编程语言，
应用于iOS8及以上的应用程序

241 takahiro 1 享弘

242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243 temperature 1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244 thin 1 [θin] adj.薄的；瘦的；稀薄的；微弱的 vt.使瘦；使淡；使稀疏 vi.变薄；变瘦；变淡 adv.稀疏地；微弱地 n.细小部分 n.
(Thin)人名；(越)辰；(柬)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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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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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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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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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tube 1 [tju:b, tu:b] n.管；电子管；隧道；电视机 vt.使成管状；把…装管；用管输送 vi.乘地铁；不及格

251 unclean 1 [,ʌn'kli:n] adj.不纯洁的；行为不检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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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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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unprotected 1 [ˌʌnprə'tektɪd] adj. 无保护的；未做防护措施的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255 unvaccinated 1 [ʌn'væksɪneɪtɪd] adj. 未接种过的

256 urged 1 ['ɜːdʒd] v. 催促；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57 us 1 pron.我们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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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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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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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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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warned 1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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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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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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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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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0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人名；(英)朗

271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72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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