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1-17 [Health and Lifestyle] Pfizer to Share Its COVID Pill
with Poor Countrie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3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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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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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countries 1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5 drug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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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of 1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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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pfizer 11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
9 covid 10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0 and 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1 be 9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2 not 9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3 pill 9 [pil] n.药丸；弹丸，子弹；口服避孕药 vt.把…制成丸剂；使服用药丸；抢劫，掠夺（古语） vi.做成药丸；服药丸 n.(Pill)人
名；(英)皮尔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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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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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greement 7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17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8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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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its 6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1 other 6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2 world 6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3 adj 5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24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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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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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health 5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27 mak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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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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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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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compan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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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could 4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33 dea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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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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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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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would 4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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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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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access 3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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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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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1 available 3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42 based 3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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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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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does 3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46 generic 3 [dʒi'nerik] adj.类的；一般的；属的；非商标的

47 mad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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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medicines 3 ['medsnz] 药品

49 pandemic 3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50 patent 3 ['pætnt] vt.授予专利；取得…的专利权 adj.专利的；新奇的；显然的 n.专利权；执照；专利品

51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52 perce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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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pool 3 [pu:l] n.联营；撞球；水塘；共同资金 vi.联营，合伙经营 vt.合伙经营 n.(Pool)人名；(英、西)普尔；(芬、德)波尔

54 produce 3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55 royalties 3 ['rɔɪəltɪz] n. 版税 名词royalty的复数形式.

56 sh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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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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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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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60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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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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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with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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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agreed 2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64 announced 2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5 approved 2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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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Borders 2 n.鲍德斯（公司名，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）

68 coronavirus 2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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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delicate 2 ['delikət] adj.微妙的；精美的，雅致的；柔和的；易碎的；纤弱的；清淡可口的

71 doctors 2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72 earlier 2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73 everyone 2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74 experimental 2 [ek,speri'mentəl, ek's-] adj.实验的；根据实验的；试验性的

75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76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77 include 2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78 income 2 ['inkʌm] n.收入，收益；所得

79 instructions 2 n.指令；说明（instruction的复数形式）

80 la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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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let 2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82 makers 2 n. 迈克（美国一家公司）

83 medicine 2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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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merck 2 n.默克公司（财富500强公司之一，部所在地美国，主要经营制药）

85 money 2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86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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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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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nee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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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0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91 organization 2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92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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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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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poor 2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95 poorer 2 英 [pʊə(r)] 美 [pʊr] adj. 可怜的；贫穷的；低劣的 n. 穷人

96 population 2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97 producers 2 生产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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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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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releas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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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sales 2 [seilz] adj.销售的，售货的；有关销售的 n.销售（sale的复数）；销售额 n.(Sales)人名；(意、西、葡)萨莱斯；(法)萨勒；
(英)塞尔斯

102 significant 2 [sig'nifikənt] adj.重大的；有效的；有意义的；值得注意的；意味深长的 n.象征；有意义的事物

103 sold 2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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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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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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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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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Tuesday 2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109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110 vaccine 2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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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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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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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115 agencies 1 ['eɪdʒənsi] n. 代理；代理处；政府机构

116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17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118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19 antiviral 1 [ˌænti'vaɪrəl] adj. 抗病原体的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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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anywhere 1 ['enihwεə] adv.在任何地方；无论何处 n.任何地方

122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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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Argentina 1 [,ɑ:dʒən'ti:nə] n.阿根廷（位于拉丁美洲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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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127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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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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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9 balance 1 ['bæləns] n.平衡；余额；匀称 vt.使平衡；结算；使相称 vi.保持平衡；相称；抵销 n.(Balance)人名；(西)巴兰塞

130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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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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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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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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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bloodstream 1 ['blʌdstri:m] n.[生理]血流，血液的流动

136 brand 1 [brænd] vt.铭刻于，铭记；打烙印于；印…商标于 n.商标，牌子；烙印 n.(Br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西、意、罗、
葡、捷、芬、瑞典、匈)布兰德；(法)布朗

137 Brazil 1 [brə'zil] n.巴西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138 Brazilian 1 [brə'ziljən] adj.巴西的；巴西人的 n.巴西人

139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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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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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143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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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146 creator 1 [kri'eitə] n.创造者；创建者

147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148 cuts 1 [kʌts] n.切口；（分摊到的）份额；近路（cut的复数） v.剪（cu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[机]切割；砍倒

149 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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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152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
153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154 disheartened 1 [dis'ha:tnd] adj.沮丧的；灰心的 v.使沮丧；使泄气；使失去勇气（disheart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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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6 earned 1 ['ɜːnd] adj. 挣得的；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7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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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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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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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162 e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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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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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165 esteban 1 埃斯特班（男子名）

166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67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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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everywhere 1 ['evrihwεə] adv.到处 n.每个地方

170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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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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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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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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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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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178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179 guaranteed 1 ['gærən'tiː d] adj. 保证的；担保的 动词guarante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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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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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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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home 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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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hospitalization 1 [,hɔspitəlai'zeiʃən, -li'zei-] n.住院治疗；医院收容；住院保险（等于hospitalizationinsurance）

187 Hu 1 abbr.海南航空公司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中的二字代码；匈牙利（Hungary）；英国无国界卫生组织（HealthLimited） n.
(Hu)人名；(中)胡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胡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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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importantly 1 [im'pɔ:tntli] adv.重要地；大量地；有名望地；自命不凡地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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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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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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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investments 1 [ɪn'vestmənts] 投资

194 invited 1 [ɪn'vaɪtɪd] adj. 邀请的；引起的；招致的 动词inv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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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197 knows 1 英 [nəʊ] 美 [noʊ] v. 了解；知道；认识 n. 知情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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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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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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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li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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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203 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204 maker 1 ['meikə] n.制造者；造物主；出期票人 n.(Maker)人名；(英)马克尔

205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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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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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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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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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mild 1 [maild] adj.温和的；轻微的；淡味的；文雅的；不含有害物质的的 n.（英国的一种）淡味麦芽啤酒 n.(Mild)人名；(瑞典)
米尔德；(德、捷、芬)米尔德

211 moderate 1 ['mɔdərət, 'mɔdəreit] adj.稳健的，温和的；适度的，中等的；有节制的 vi.变缓和，变弱 vt.节制；减轻

212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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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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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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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215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216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217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218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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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note 1 [nəut] n.笔记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纸币；便笺；照会；调子 vt.注意；记录；注解 n.(Note)人名；(英)诺特

221 note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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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2 noticed 1 ['nəʊtɪst] v. 注意，通知，留意（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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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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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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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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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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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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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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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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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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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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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producing 1 [prə'djuːsɪŋ] n.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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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241 reached 1 到达

242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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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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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247 researchers 1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248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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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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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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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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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3 shot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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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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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sign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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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6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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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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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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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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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261 sooner 1 ['su:nə] n.（美）抢先占有土地者（在政府开放西部前）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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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264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265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66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267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268 strike 1 [straik] vi.打，打击；罢工；敲，敲击；抓；打动；穿透 vt.打，击；罢工；撞击，冲击；侵袭；打动；到达 n.罢工；打
击；殴打 n.(Strike)人名；(英)斯特赖克

269 struggled 1 ['strʌgəld] adj.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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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supported 1 [sə'pɔː tɪd] adj.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72 sustainability 1 [sə̩ steɪnə'bɪləti] n. 持续性，能维持性；【环境】可持续性

273 sustainable 1 adj.可以忍受的；足可支撑的；养得起的；可持续的

274 Switzerland 1 ['switsələnd] n.瑞士（欧洲国家）

275 technologies 1 英 [tek'nɒlədʒi] 美 [tek'nɑ lːədʒi] n. 技术；工艺；工艺学

276 Thailand 1 ['tailænd; -lənd] n.泰国（东南亚国家名）

277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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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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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tools 1 [tu lː] n. 工具，用具（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）；器具

281 treat 1 [tri:t] vt.治疗；对待；探讨；视为 vi.探讨；请客；协商 n.请客；款待 n.(Treat)人名；(英)特里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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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trials 1 n.审判( trial的名词复数 ); （对能力、质量、性能等的）试验; 测试; 比赛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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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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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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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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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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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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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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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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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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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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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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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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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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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9 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00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01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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