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9-15 [Education Report] School Vaccine Efforts Targeting
Students Face Opposition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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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ademy 1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
4 accepted 1 [ək'septid] adj.公认的；录取的；可接受的；已承兑的 v.接受（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

5 accused 1 [ə'kju:zd] n.被告 adj.被控告的 v.指责；控告（accus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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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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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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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dvertisements 1 [əd'vɜ tːɪsmənts] n. 广告 名词advertisement的复数形式.

11 advise 1 [əd'vaiz] vt.建议；劝告，忠告；通知；警告 vi.建议；与…商量

12 afraid 1 [ə'freid] adj.害怕的；恐怕；担心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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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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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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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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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gree 1 [ə̍ ɡriː ] vt.同意，赞成；承认；约定，商定 vi.vi.同意，意见一致；约定，商定

18 aimed 2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19 Alabama 5 [,ælə'bæmə] n.阿拉巴马州（美国州名）

20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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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23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24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5 and 1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6 andrew 6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27 angeles 1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28 approve 1 [ə'pru:v] vt.批准；赞成；为…提供证据 vi.批准；赞成；满意

29 approved 1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30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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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32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33 argument 1 ['ɑ:gjumənt] n.论证；论据；争吵；内容提要

34 Arkansas 1 ['ɑ:kənsɔ:] n.（美国）阿肯色州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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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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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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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 attanasio 1 阿塔纳西奥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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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an 1 [bæn] vt.禁止，取缔 n.禁令，禁忌 n.(Ban)人名；(日)蕃(名)；(缅、老、柬)班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万；(法)邦；(中)饼(广东
话·威妥玛)；(德、塞、罗、阿拉伯)巴恩；(英)班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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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anned 1 [bæn] v. 禁止；剥夺权利 n. 禁令；禁止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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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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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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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ehave 1 [bi'heiv] vi.表现；（机器等）运转；举止端正；（事物）起某种作用 vt.使守规矩；使表现得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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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48 biden 2 n. 拜登(姓氏)

49 board 1 [bɔ:d] n.董事会；木板；甲板；膳食 vt.上（飞机、车、船等）；用板盖上；给提供膳宿 vi.寄宿 n.(Board)人名；(英、西)
博德

50 bot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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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bringing 1 [briŋ] vt.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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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bu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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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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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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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arolina 2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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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edar 1 ['si:də] n.雪松；香柏；西洋杉木 n.(Cedar)人名；(英)锡达

60 chapter 1 ['tʃæptə] n.章，回；（俱乐部、协会等的）分会；人生或历史上的重要时期 vt.把…分成章节

61 child 1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62 children 15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63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64 claimed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
65 claims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
66 clinic 2 ['klinik] n.临床；诊所

67 clinics 1 [k'lɪnɪks] 诊所

68 commissioner 1 [kə'miʃənə] n.理事；委员；行政长官；总裁

69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70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71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72 conflicting 1 [kən'fliktiŋ] adj.冲突的；相矛盾的；不一致的 v.冲突；争执（conflict的ing形式）

73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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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council 1 ['kaunsəl] n.委员会；会议；理事会；地方议会；顾问班子 n.(Council)人名；(英)康斯尔

76 counties 2 ['kaʊnti] n. 郡；县 adj. 有郡中豪绅习气的

77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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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ounty 1 ['kaunti] n.郡，县

79 court 1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(法)库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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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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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84 damaging 1 ['dæmidʒiŋ] adj.有破坏性的，损害的；诽谤的 v.破坏（damag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；损害

85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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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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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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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decisions 2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
89 department 3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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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disagreed 1 [ˌdɪsə'ɡriː ] v. 不同意；不一致；有分歧；不适应；不适宜

92 discussion 1 [dis'kʌʃən] n.讨论，议论

93 disinformation 1 [,disinfə'meiʃən] n.故意的假情报；虚假信息

94 disputing 1 [dɪ'spju tː] v. 争论；辩驳；争议；质疑 n. 争论；争端；争吵

95 district 3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96 districts 2 ['dɪstrɪkt] n. 地区；行政区 vt. 把 ... 划分成区

97 distrust 1 [di'strʌst] vt.不信任 n.不信任 怀疑

98 d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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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doct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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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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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2 drugs 1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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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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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efforts 4 ['efəts] 努力

106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107 emotions 1 英 [ɪ'məʊʃənz] 美 [ɪ'moʊʃənz] n. 情感 名词emotion的复数形式.

108 encourage 2 [in'kʌridʒ] vt.鼓励，怂恿；激励；支持

109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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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
112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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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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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face 2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117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118 falsely 1 ['fɔ:lsli] adv.错误地；虚伪地；不实地

119 families 2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20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121 father 4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
122 feeding 1 ['fi:diŋ] n.饲养；吃；输送 adj.供给饲料的；摄取食物的 v.饲养（feed的ing形式）

123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124 fire 1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开
枪；激动；烧火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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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7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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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foundation 1 [faun'deiʃən] n.基础；地基；基金会；根据；创立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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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gasoline 1 ['gæsəli:n] n.汽油

131 get 9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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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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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36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137 grabbed 1 [græbd] adj. 抓住的；攫取的 动词grab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38 group 3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39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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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0 half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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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142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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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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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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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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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health 6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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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her 1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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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him 2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51 his 6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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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53 hoover 2 ['hu:və] vi.胡佛电动吸尘 n.胡佛电动吸尘器

154 hospital 1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155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156 hysteria 2 [his'tiəriə] n.癔病，歇斯底里；不正常的兴奋

157 Idaho 1 ['aidəhəu] n.爱达荷

158 impossible 1 [im'pɔsəbl] adj.不可能的；不可能存在的；难以忍受的；不真实的 n.不可能；不可能的事

159 in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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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0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61 information 3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62 inskeep 2 n. 英斯基普

163 introduced 1 [ɪntrəd'juːst] v. 介绍，引进（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64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65 i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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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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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jersey 1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
168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169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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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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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Kaiser 1 ['kaizə] n.（德国）皇帝

172 katrina 1 [kə'tri:nə] n.卡特里娜（女子名）

173 Kettering 2 ['ketəriŋ] n.凯特灵（姓氏）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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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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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law 3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177 lawmakers 3 n.立法者(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)

178 laws 1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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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lik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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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liked 1 [laikt] v.喜欢（like的过去式）

182 Lindsay 1 ['lindzi] n.琳赛〔女子名）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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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Los 1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英)洛斯

185 make 3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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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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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match 1 [mætʃ] vt.使比赛；使相配；敌得过，比得上；相配；与…竞争 vi.比赛；匹配；相配，相称；相比 n.比赛，竞赛；匹
配；对手；火柴

189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90 media 2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191 medical 3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92 medicines 1 ['medsnz] 药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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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mother 1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
195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196 m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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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98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99 no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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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201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02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203 of 1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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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officials 5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206 Ohio 1 [əu'haiəu] n.俄亥俄州（美国一个州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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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Older 2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209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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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opinion 1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211 opposition 1 [,ɔpə'ziʃən] n.反对；反对派；在野党；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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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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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ord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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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Oregon 3 ['ɔrigən; -gɔn] n.俄勒冈州（美国州名）

215 organizers 1 ['ɔː ɡənaɪzəz] n. 组织者（organizer的复数）

216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17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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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outreach 2 ['autri:tʃ, ,aut'ri:tʃ] vt.超越，伸出；超出…的范围 vi.拓广，延伸 n.延伸，拓广；扩大服务范围 adj.扩大服务的

220 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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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parental 4 [pə'rentl] adj.父母亲的，父母的；亲代的，亲本的

222 parents 8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223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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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pediatrician 2 [,pi:diə'triʃən] n.儿科医师（等于pediatrist）

226 pediatricians 1 n.儿科医师; [儿科] 儿科医生（pediatrician的复数）

227 pediatrics 1 [,pi:di'ætriks] n.小儿科

228 peer 2 n.贵族；同等的人；同龄人 vi.凝视，盯着看；窥视 vt.封为贵族；与…同等 n.(Peer)人名；(英、巴基)皮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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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permission 7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
231 permit 2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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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persuade 1 [pə'sweid] vt.说服，劝说；使某人相信；劝某人做（不做）某事 vi.说服；被说服 adj.空闲的，有闲的

234 pfizer 2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
235 pharmacies 1 英 ['fɑːməsi] 美 ['fɑ rːməsi] n. 药房；药剂学

236 pharmacy 2 ['fɑ:məsi] n.药房；配药学，药剂学；制药业；一批备用药品

237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238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39 poison 1 vt.污染；使中毒，放毒于；败坏；阻碍 vi.放毒，下毒 n.毒药，毒物；酒；有毒害的事物；[助剂]抑制剂；(Poison)人
名；(西)波伊松

240 prepared 1 adj.准备好的 v.准备（prepare的过去分词）

241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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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244 pressuring 1 v.（美）对…施加压力（pressure的ing形式）

245 property 1 ['prɔpəti] n.性质，性能；财产；所有权

246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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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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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push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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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0 pushing 1 ['puʃiŋ] adj.奋斗的；莽撞的；有精力的；富有进取心的 n.推挤；推人犯规（篮球术语） v.推；促进；逼迫（push的ing
形式）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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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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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54 reactions 1 英 [ri'ækʃənz] 美 [rɪ'ækʃənz] n. 反应（reaction的复数）

255 reality 1 [ri'æləti, ri:-] n.现实；实际；真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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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57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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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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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0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61 recommendation 1 [,rekəmen'deiʃən] n.推荐；建议；推荐信

262 recommending 1 [ˌrekə'mend] vt. 推荐；建议；劝告；使受欢迎；使可取

263 releas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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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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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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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republican 2 [ri'pʌblikən] adj.共和国的；共和政体的；共和主义的；拥护共和政体的 n.共和主义者

268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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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271 respected 1 [ri'spektid] adj.受尊敬的 v.尊敬；重视（re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2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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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275 said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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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sa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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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saying 2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278 school 10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79 schools 3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80 Scott 1 [skɔt] n.斯科特（男子名）

281 secret 1 ['si:krit] n.秘密；秘诀；机密 adj.秘密的；机密的 n.(Secret)人名；(法)塞克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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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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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4 shirt 1 [ʃə:t] n.衬衫；汗衫，内衣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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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6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287 signed 2 [saind] adj.有符号的；已签字的；有正负之分的 v.署名；写下；预示；示意（sign的过去分词）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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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sites 1 [saɪt] n. 地点；位置；现场 vt. 使 ... 位于

290 skinner 1 ['skinə] n.剥皮工人；皮革商；骗子 n.(Skinner)人名；(英)斯金纳；(瑞典)希纳

291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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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social 3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94 sold 1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295 som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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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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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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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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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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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 specializes 1 ['speʃəlaɪz] v. 专攻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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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starts 1 [s'tɑ tːs] v. 开始；启动；开创（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开始；开创（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）

303 stat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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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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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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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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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308 struggling 1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
309 student 1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310 students 5 [st'juːdnts] 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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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surrounding 1 [sə'raundiŋ] adj.周围的，附近的 n.环境，周围的事物

313 target 1 n.目标，指标；（攻击的）对象；靶子 v.把...作为目标；面向，对准（某群体） n.（Target）美国塔吉特公司

314 targeting 1 ['tɑːɡɪtɪŋ] n. 目标 动词targe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15 teenagers 1 ['tiː nˌeɪdʒəz] n. 青少年 名词teenager的复数形式.

316 teens 1 ['ti:nz] n.十多岁，十几岁；青少年

317 Tennessee 2 [,teni'si:] n.田纳西州（美国州名）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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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9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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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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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the 4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22 their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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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324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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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27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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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threats 1 [θret] n. 威胁；恐吓；凶兆

330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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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to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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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33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34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335 treating 1 [triː tɪŋ] n. 处理 动词treat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336 treatment 1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337 trust 1 ['trʌst] n.信任，信赖；责任；托拉斯 vt.信任，信赖；盼望；赊卖给 vi.信任，信赖；依靠 n.(Trust)人名；(英)特拉斯特

338 truth 1 [tru:θ] n.真理；事实；诚实；实质

339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340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41 uncontrolled 1 英 [ˌʌnkən'trəʊld] 美 [ˌʌnkən'troʊld] adj. 不受抑制的；不受控制的；自由的
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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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underage 1 [,ʌndə'eidʒ] adj.未成年的 n.缺乏

344 unified 1 ['juːnɪfaɪd] adj. 统一的 动词un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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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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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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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vaccinated 3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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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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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vaccinations 1 接种

351 vaccine 15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352 vaccines 7 疫苗程序

353 videos 1 英 ['vɪdiəʊ] 美 ['vɪdioʊ] n. 录像；视频 v. 录制电视节目 adj. 视频的；录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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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voted 1 英 [vəʊt] 美 [voʊt] n. 选举权；投票；选举；投票结果 v. 表决；选举；投票

356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357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58 Washington 2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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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
361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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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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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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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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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367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368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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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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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without 5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371 word 1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
372 wor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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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3 work 1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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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76 yelled 1 [jel] v. 大叫 n. 大喊

377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378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79 you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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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younger 1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
381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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