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9-15 [Health and Lifestyle] WHO Says Africa's Thin Vaccine
Supply to Drop 25 Percen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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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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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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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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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 hav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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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vaccine 10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9 Africa 9 ['æfrikə] n.非洲

10 countries 9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1 doses 9 英 [dəʊs] 美 [doʊs] n. 剂量；一剂；一服 vt. 给 ... 服药

12 percen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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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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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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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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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been 5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17 booster 5 ['bu:stə] n.升压机；支持者；扩爆器

18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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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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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21 added 4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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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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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director 4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25 en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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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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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ov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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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9 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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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2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33 African 3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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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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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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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 certai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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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disease 3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39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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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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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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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)莫雷

41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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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reporters 3 媒体记者

43 seen 3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44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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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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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46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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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united 3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48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49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50 amount 2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51 announcement 2 [ə'naunsmənt] n.公告；宣告；发表；通告

52 beginning 2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53 bilateral 2 [,bai'lætərəl] adj.双边的；有两边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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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DC 2 abbr. 疾病控制中心(=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)

56 covid 2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57 do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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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drop 2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59 enough 2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60 Evans 2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61 fully 2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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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g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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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giv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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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66 increase 2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67 Jonathan 2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68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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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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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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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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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noted 2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73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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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peak 2 [pi:k] n.山峰；最高点；顶点；帽舌 vt.使达到最高点；使竖起 vi.消瘦；到达最高点；变憔悴 adj.最高的；最大值的 n.
(Peak)人名；(英)皮克

75 precious 2 ['preʃəs] adj.宝贵的；珍贵的；矫揉造作的 n.(Precious)人名；(英)普雷舍斯，普雷舍丝(女名)

76 protection 2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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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cience 2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79 September 2 [sep'tembə] n.九月

80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81 solidarity 2 [,sɔli'dæriti] n.团结，团结一致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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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稍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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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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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86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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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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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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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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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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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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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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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96 aim 1 vt.目的在于；引导；把…对准 vi.打算；对准目标；瞄准 n.目的；目标；对准

97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98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99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00 anna 1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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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2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03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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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106 bod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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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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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09 cara 1 ['kærə] n.卡拉（女性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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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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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113 continent 1 ['kɔntinənt] n.大陆，洲，陆地 adj.自制的，克制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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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controls 1 英 [kən'trəʊls] 美 [kən'troʊls] n. 控制器；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.

116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
西)迪尔

117 deals 1 [diː l] n. 协定；交易；大量 v. 应付；分配；处理；交易；经营

118 dealt 1 [delt] v.处理（dea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19 decrease 1 [di'kri:s, 'di:-, 'di:kri:s, di'k-] n.减少，减小；减少量 vi.减少，减小 vt.减少，减小

120 defense 1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
121 delay 1 [di'lei] vi.延期；耽搁 vt.延期；耽搁 n.延期；耽搁；被耽搁或推迟的时间 n.(Delay)人名；(英)迪莱；(法)德莱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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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3 delivery 1 [di'livəri] n.[贸易]交付；分娩；递送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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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difficulties 1 ['dɪfɪkəlti] n. 困难；争议；麻烦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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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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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128 driven 1 adj.被动的，受到驱策的；有紧迫感的；（人）发愤图强的 v.驾驶，开车（drive的过去分词）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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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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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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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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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equity 1 ['ekwəti] n.公平，公正；衡平法；普通股；抵押资产的净值

135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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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expectations 1 [ekspek'teɪʃnz] 预期继承的遗产

138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139 export 1 [ik'spɔ:t, 'eks-, 'ekspɔ:t] n.输出，出口；出口商品 vi.输出物资 vt.输出，出口

140 extra 1 ['ekstrə] adv.特别地，非常；另外 n.临时演员；号外；额外的事物；上等产品 adj.额外的，另外收费的；特大的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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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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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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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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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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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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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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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haven 1 ['heivən] n.港口；避难所，安息所 vt.为……提供避难处；安置……于港中 n.(Haven)人名；(英)黑文

152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53 healthy 1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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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5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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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58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59 income 1 ['inkʌm] n.收入，收益；所得

160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161 inequality 1 [,ini'kwɔləti] n.不平等；不同；不平均

162 interests 1 ['ɪntrəst] n. 兴趣；嗜好；利息；股份 v. 使…感兴趣

163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164 introduction 1 [,intrə'dʌkʃən] n.介绍；引进；采用；入门；传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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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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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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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
169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170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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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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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173 lowering 1 ['lauəriŋ] adj.使低劣的；昏暗的；减少体力的

174 ma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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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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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met 1 [met] v.遇见（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et)人名；(瑞典)梅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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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80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181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182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183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84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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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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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188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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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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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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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194 organized 1 ['ɔ:gənaizd] adj.有组织的；安排有秩序的；做事有条理的 v.组织（organize的过去分词）

195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96 otherwise 1 adv.否则；另外；在其他方面 adj.另外的；其他方面的；原本，本来 conj.其他；如果不；然后

197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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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pl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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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poi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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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poorer 1 英 [pʊə(r)] 美 [pʊr] adj. 可怜的；贫穷的；低劣的 n. 穷人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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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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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prioritization 1 [prai,ɔritai'zeiʃən, -ti'z-] n.优先次序；优化；优先化

205 prioritize 1 vt.给…排出优先级；优先处理；优先考虑

206 priority 1 [prai'ɔrəti] n.优先；优先权；[数]优先次序；优先考虑的事

207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208 promised 1 英 ['prɒmɪs] 美 ['prɑːmɪs] n. 诺言；预示；约定；(有)希望 v. 允诺；发誓；答应；有希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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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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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13 reduction 1 n.减少；下降；缩小；还原反应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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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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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richer 1 ['rɪtʃər] adj. 更富有的 形容词rich的比较级.

216 runs 1 [rʌnz] n.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；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.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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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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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220 shand 1 n. 尚德

221 share 1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
222 sharp 1 adj.急剧的；锋利的；强烈的；敏捷的；刺耳的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；突然地 n.尖头 vt.磨快；把音调升高 vi.升音演奏
n.(Sharp)人名；(英)夏普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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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4 slope 1 [sləup] n.斜坡；倾斜；斜率；扛枪姿势 vi.倾斜；逃走 vt.倾斜；使倾斜；扛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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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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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steep 1 [sti:p] adj.陡峭的；不合理的；夸大的；急剧升降的 vt.泡；浸；使…充满 vi.泡；沉浸 n.峭壁；浸渍

228 steepest 1 [stiː p] adj. 险峻的；陡峭的；急剧的、大起大落的 v. 浸泡，浸透，湿透；沉浸，笼罩

229 straight 1 adj.直的；连续的；笔直的；正直的；整齐的；异性恋的 adv.直接地；不断地；立即；坦率地 n.直；直线；直男，直
女，异性恋者 n.(Straight)人名；(英)斯特雷特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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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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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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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surprised 1 [sə'praizd] adj.感到惊讶的，出人意料的 v.使惊奇（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234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35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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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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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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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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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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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thrown 1 [θrəun, 'θrəun] v.抛（throw的过去分词）；扔掉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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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246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47 understands 1 英 [ˌʌndə'stænd] 美 [ˌʌndər'stænd] v. 懂得；明白；理解；认识到；听说；获悉

248 unity 1 ['ju:niti] n.团结；一致；联合；个体 n.(Unity)人名；(英)尤妮蒂

249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250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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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vaccinated 1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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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
255 valuable 1 ['væljuəbl] adj.有价值的；贵重的；可估价的 n.贵重物品

256 variant 1 ['vεəriənt] adj.不同的；多样的 n.变体；转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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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weak 1 [wi:k] adj.[经]疲软的；虚弱的；无力的；不牢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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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wealthy 1 ['welθi] adj.富有的；充分的；丰裕的 n.富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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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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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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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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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4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65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266 worry 1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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