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0-29 [Health and Lifestyle] African Scientists Try to Reverse
Engineer COVID Vaccine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3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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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vaccine 17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4 i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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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1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6 is 1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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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moderna 11 莫德尔纳

9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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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this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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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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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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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hav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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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w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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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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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company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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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ha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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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frica 5 ['æfrikə] n.非洲

20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1 vaccines 5 疫苗程序

22 countries 4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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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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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its 4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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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production 4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28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29 world 4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0 aims 3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31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2 big 3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33 cent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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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companies 3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35 effort 3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36 fa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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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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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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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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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organization 3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40 poor 3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41 receiv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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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 reverse 3 [ri'və:s] n.背面；相反；倒退；失败 vt.颠倒；倒转 adj.反面的；颠倒的；反身的 vi.倒退；逆叫

43 se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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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s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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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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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sout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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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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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technology 3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49 terblanche 3 特布兰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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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us 3 pron.我们

52 u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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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54 access 2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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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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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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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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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9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60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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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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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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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ape 2 [keip] n.[地理]海角，岬；披肩 n.(Cape)人名；(塞)察佩；(英)凯普

64 considered 2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65 doing 2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66 don 2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67 doses 2 英 [dəʊs] 美 [doʊs] n. 剂量；一剂；一服 vt. 给 ... 服药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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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engineer 2 [,endʒi'niə] n.工程师；工兵；火车司机 vt.设计；策划；精明地处理 vi.设计；建造

70 Evans 2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71 expand 2 [ik'spænd] vt.扩张；使膨胀；详述 vi.发展；张开，展开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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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internationa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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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Jonathan 2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75 kessler 2 喀斯乐

76 longer 2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77 making 2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78 mrna 2 =Messenger RNA[生化]信使核糖核酸

79 nations 2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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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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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novelty 2 ['nɔvəlti] n.新奇；新奇的事物；新颖小巧而廉价的物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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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84 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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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pfizer 2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
86 pharma 2 ['fɑːmə] n. 制药公司

87 product 2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
88 program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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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property 2 ['prɔpəti] n.性质，性能；财产；所有权

90 rely 2 [ri'lai] vi.依靠；信赖

91 reproduce 2 [,ri:prə'dju:s] vt.复制；再生；生殖；使…在脑海中重现 vi.复制；繁殖

92 research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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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93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94 scientists 2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95 sh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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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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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supporting 2 [sə'pɔ:tiŋ] adj.支持的；辅助性的；次要的 n.支持；支承面 v.支持；供养（support的ing形式）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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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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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town 2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101 version 2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102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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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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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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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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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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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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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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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113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114 African 1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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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alliance 1 [ə'laiəns] n.联盟，联合；联姻

117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18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119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20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21 andrew 1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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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approach 1 [ə'prəutʃ] n.方法；途径；接近 vt.接近；着手处理 vi.靠近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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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5 attempts 1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
126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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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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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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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
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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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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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billions 1 ['bɪljənz] n.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.

134 biologics 1 [,baiə'lɔdʒiks] n.生物制剂

135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136 capability 1 [,keipə'biləti] n.才能，能力；性能，容量

137 carefully 1 ['kɛəfəli] adv.小心地

138 Caty 1 卡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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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cheng 1 中国姓氏成、程、曾、郑、岑的音译

141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142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143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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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coordinator 1 [kəu'ɔ:dineitə] n.协调者；[自]协调器；同等的人或物

146 copies 1 ['kɒpɪz] n. [计算机] 复制份数 名词copy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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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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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creation 1 [kri:'eiʃən] n.创造，创作；创作物，产物

150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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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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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demanding 1 [di'mɑ:ndiŋ] adj.苛求的；要求高的；吃力的 v.要求；查问（demand的ing形式）

154 demands 1 英 [dɪ'mɑːnd] 美 [dɪ'mænd] n. 要求；需求 v. 要求；查问；需要

155 depend 1 [di'pend] vi.依赖，依靠；取决于；相信，信赖

156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157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158 direct 1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关系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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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161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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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docto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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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donations 1 [dəʊ'neɪʃnz] 募捐

165 drives 1 n. 驱动程序；驱动器 名词drive的复数形式.

166 ease 1 [i:z] vt.减轻，缓和；使安心 n.轻松，舒适；安逸，悠闲 vi.减轻，缓和；放松；灵活地移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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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effective 1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
169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70 emile 1 [ei'mi:l] n.埃米尔（男子名，等于Emil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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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engineering 1 [,endʒi'niəriŋ] n.工程，工程学 v.设计；管理（engineer的ing形式）；建造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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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enter 1 ['entə] vt.进入；开始；参加 vi.参加，登场；进去 n.[计]输入；回车 n.(Enter)人名；(英)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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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76 evenly 1 ['i:vənli] adv.均匀地；平衡地；平坦地；平等地

177 exchange 1 [iks'tʃeindʒ] n.交换；交流；交易所；兑换 vt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 vi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

178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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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factory 1 ['fæktəri] n.工厂；制造厂；代理店

181 failed 1 [feild] adj.已失败的，不成功的 v.失败，不成功（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2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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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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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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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Friede 1 n. 弗里德

188 frieden 1 n. 弗里登

189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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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gather 1 ['gæðə] vt.收集；收割；使…聚集；使…皱起 vi.聚集；化脓；皱起 n.聚集；衣褶；收获量 n.(Gather)人名；(德)加特

192 German 1 ['dʒə:mən] adj.德国的；德语的，德国人的 n.德语；德国人

193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194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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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97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98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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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201 Hendricks 1 亨德里克斯（人名）

202 hinnant 1 n. 欣南特

203 hostage 1 ['hɔstidʒ] n.人质；抵押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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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howev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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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humans 1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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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imbalances 1 失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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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increa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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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influential 1 adj.有影响的；有势力的 n.有影响力的人物

212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213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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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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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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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la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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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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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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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legal 1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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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lori 1 n. 洛丽(女子名)

223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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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makers 1 n. 迈克（美国一家公司）

226 Maria 1 [riə; 'mεəriə] n.玛丽亚（女名）

227 martin 1 ['mɑ:tin] n.紫崖燕

228 mass 1 n.块，团；群众，民众；大量，众多；质量 adj.群众的，民众的；大规模的，集中的 vi.聚集起来，聚集 vt.使集合

229 materials 1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230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231 meldrum 1 n. 梅尔德伦

232 messenger 1 ['mesindʒə] n.报信者，送信者；先驱 n.(Messenger)人名；(德)梅森格；(英)梅辛杰

233 milli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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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
235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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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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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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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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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40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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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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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object 1 ['ɔbdʒikt, -dʒekt, əb'dʒekt] n.目标；物体；客体；宾语 vt.提出…作为反对的理由 vi.反对；拒绝

244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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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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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operation 1 [,ɔpə'reiʃən] n.操作；经营；[外科]手术；[数][计]运算

248 organizing 1 v.组织（organize的ing形式）；使有机化 n.组织 adj.组织上的

249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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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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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partner 1 ['pɑ:tnə] n.伙伴；合伙人；配偶 vi.合伙；合股；成为搭档 vt.使合作；与…合伙 n.(Partner)人名；(英、德)帕特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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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petro 1 n.石油币（petromoneda）

255 pharmaceutical 1 [,fɑ:mə'sju:tikəl] adj.制药（学）的 n.药物

256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257 politically 1 [pə'litikli] adv.政治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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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poorest 1 [pʊərɪst] adj. 最穷的 形容词poor的最高级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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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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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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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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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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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265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266 products 1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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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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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publicly 1 ['pʌblikli] adv.公然地；以公众名义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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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272 refuse 1 [ri'fju:z, ri:-] n.垃圾；废物 vt.拒绝；不愿；抵制 vi.拒绝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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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remaining 1 [rɪ'meɪnɪŋ] adj. 剩余的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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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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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resisted 1 [rɪ'zɪst] v. 抵制；抵抗；反抗；忍住 n. 防蚀涂层

278 resources 1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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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281 RNA 1 [,a:r en 'ei] abbr.核糖核酸（RibonucleicAcid）；浪漫派小说家协会（RomanticNovelists'Association）

282 save 1 vt.节省；保存；储蓄；解救 vi.节省；挽救 prep.除...之外 n.救援 n.(Save)人名；(法)萨夫；(意、保、西、罗、塞、瑞典)
萨薇(女名)，萨韦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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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scientist 1 ['saiəntist] n.科学家

285 seek 1 [si:k] vt.寻求；寻找；探索；搜索 vi.寻找；探索；搜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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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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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8 shortage 1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
289 shortages 1 ['ʃɔː tɪdʒɪz] 缺陷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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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1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292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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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speed 1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
繁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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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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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298 succeed 1 [sək'si:d] vi.成功；继承；继任；兴旺 vt.继承；接替；继…之后

299 succeeds 1 [sək'siː d] v. 成功；继承；接着发生

300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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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1 superpowers 1 n.超级大国( superpower的名词复数 )

302 supervising 1 英 ['suːpəvaɪz] 美 ['suːpərvaɪz] vt. 监督；管理；指导

303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304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305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06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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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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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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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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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tom 1 n.雄性动物（尤指雄猫）；汤姆（人名） v.〈美口〉(像汤姆叔一样)逆来顺受

313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314 treatments 1 ['triː tmənts] n. 治疗；疗法（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）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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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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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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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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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321 urgency 1 ['ə:dʒənsi] n.紧急；催促；紧急的事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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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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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violated 1 ['vaɪəleɪt] v. 侵犯；违反；扰乱；亵渎；强奸

325 volunteered 1 英 [ˌvɒlən'tɪə(r)] 美 [ˌvɑ lːən'tɪr] n. 志愿者；(自行生长的)植物 v. (自愿)做

326 wait 1 [weit] vt.等候；推迟；延缓 vi.等待；耽搁；伺候用餐 n.等待；等候 n.(Wai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特

327 want 1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
328 warp 1 [wɔ:p] n.弯曲，歪曲；偏见；乖戾 vt.使变形；使有偏见；曲解 vi.变歪，变弯；曲解

329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330 wealthy 1 ['welθi] adj.富有的；充分的；丰裕的 n.富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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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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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334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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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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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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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