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5-30 [Health and Lifestyle] Pfizer to Sell Low-Cost Drugs to
Poor Countries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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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cord 1 [ə'kɔ:d] n.符合；一致；协议；自愿 vt.使一致；给予 vi.符合；一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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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5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6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7 administer 1 [əd'ministə] vt.管理；执行；给予 vi.给予帮助；执行遗产管理人的职责；担当管理人

8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9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0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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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greement 3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13 albert 1 ['ælbət] n.艾伯特（男子名）

14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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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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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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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9 and 1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0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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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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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pproval 1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24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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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rthritis 1 [ɑ:'θraitis] n.[外科]关节炎

26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27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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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 available 5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29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30 bars 1 [bɑːz] n. 马齿龈 名词ba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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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come 3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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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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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i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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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ill 1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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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ourla 3 布拉

39 breast 1 [brest] n.乳房，胸部；胸怀；心情 vt.以胸对着；与…搏斗

40 burden 2 ['bə:dən] n.负担；责任；船的载货量 vt.使负担；烦扰；装货于 n.(Burden)人名；(英)伯登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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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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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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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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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ancer 2 ['kænsə] n.癌症；恶性肿瘤

46 cancers 1 ['kænsəz] 肿瘤

47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48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49 clearly 1 ['kliəli] adv.清晰地；明显地；无疑地；明净地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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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opying 1 ['kɔpiiŋ] n.复制；誊写；仿形切削 v.复制；抄写（copy的现在分词）

52 cost 2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53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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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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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ovid 3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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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davos 1 n.达沃斯（地名）

59 dea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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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delivery 2 [di'livəri] n.[贸易]交付；分娩；递送

61 describing 1 [dɪsk'raɪbɪŋ] n. 描述物品 动词describe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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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64 diseases 2 [dɪ'ziː zɪz] 病害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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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document 1 n.文件，公文；[计]文档；证件 vt.记录，记载

67 drug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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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drugmaker 2 ['drʌg,meikə] n.制药者

69 drugs 2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
70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71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72 effort 2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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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erman 1 n. 埃尔曼

75 executive 1 adj.行政的；经营的；执行的，经营管理的 n.总经理；执行委员会；执行者；经理主管人员

76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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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forum 1 ['fɔ:rəm] n.论坛，讨论会；法庭；公开讨论的广场

79 foundation 1 [faun'deiʃən] n.基础；地基；基金会；根据；创立

80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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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83 Gates 1 n.[建]大门；关口（gate的复数形式） v.（英）禁止外出；给…安装门（gat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Gates)人名；(英)盖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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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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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Ghana 1 ['gɑ:nə] n.加纳（非洲西部国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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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88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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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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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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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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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94 healthier 1 ['helθiər] adj. 更健康的，更健壮的（形容词healthy的比较级）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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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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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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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immediately 1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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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0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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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2 includes 2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103 income 2 ['inkʌm] n.收入，收益；所得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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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infectious 1 [in'fekʃəs] adj.传染的；传染性的；易传染的

106 inflammatory 2 [in'flæmətəri] adj.炎症性的；煽动性的；激动的

107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08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9 i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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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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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join 1 [dʒɔin] vt.参加；结合；连接 vi.加入；参加；结合 n.结合；连接；接合点 n.(Join)人名；(法)茹安

112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克；(匈)洛克

113 launched 1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114 Lazarus 1 ['læzərəs] n.穷人；圣经中的麻疯乞丐；拉扎勒斯（男子名）

115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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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le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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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list 3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119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120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121 l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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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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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mad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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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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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Malawi 2 [mɑ:'lɑ:wi] n.马拉维（非洲国家）

126 matteo 2 n. 马泰奥

127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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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medicines 5 ['medsnz] 药品

129 melinda 1 [mə'lində] n.梅林达（女子名）

130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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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33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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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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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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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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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39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40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41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42 officer 1 ['ɔfisə, 'ɔ:-] n.军官，警官；公务员，政府官员；船长 vt.指挥 n.(Officer)人名；(英)奥菲瑟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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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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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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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organize 1 ['ɔ:gənaiz] vt.组织；使有系统化；给予生机；组织成立工会等 vi.组织起来；成立组织

147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48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149 owns 1 英 [əʊn] 美 [oʊn] adj. 自己的；特有的 n. 自己的东西 v. 承认；拥有

150 painful 1 ['peinfl] adj.痛苦的；疼痛的；令人不快的

151 paten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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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patented 3 ['peitəntid] adj.专利的

153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54 permission 1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
155 pfizer 6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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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pneumonia 1 [nju:'məunjə] n.肺炎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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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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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61 price 1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
162 prices 1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
163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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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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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profit 2 ['prɔfit] n.利润；利益 vi.获利；有益 vt.有益于 n.(Profit)人名；(法)普罗菲

167 protected 1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
168 providing 1 [prəu'vaidiŋ] conj.假如，以…为条件 v.供给（provide的ing形式）；预备

169 rare 1 adj.稀有的；稀薄的；半熟的 adj.杰出的；极度的；非常好的 adv.非常；极其 vi.用后腿站起；渴望

170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171 red 1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
172 release 1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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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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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75 rheumatoid 1 ['ru:mətɔid, 'ru-] adj.患风湿症的；风湿症的

176 rich 1 adj.富有的；肥沃的；昂贵的 adj.油腻的，含有很多脂肪 n.(Rich)人名；(丹)里克；(捷)里赫；(英、西)里奇；(葡、法)里什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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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Rwanda 1 [ru'ændə] n.卢旺达（东非国家）；卢旺达语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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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sal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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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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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sell 2 [sel] vt.销售；推销；出卖；欺骗 vi.卖；出售；受欢迎；有销路 n.销售；失望；推销术 n.(Sell)人名；(德)泽尔；(英、芬、
瑞典)塞尔

183 senegal 1 [,senə'gɔ:l] n.塞内加尔（非洲国家）

184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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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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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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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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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191 southeast 1 [,sauθ'i:st] adj.东南的；来自东南的 n.东南；东南地区 adv.来自东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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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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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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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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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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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199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200 tasks 1 英 [tɑːsk] 美 [tæsk] n. 任务；工作 vt. 交给某人（任务)；使做艰苦的工作

201 t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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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the 3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03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04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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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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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tissue 1 n.组织；纸巾；薄纱；一套 vt.饰以薄纱；用化妆纸揩去

208 to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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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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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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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treatments 3 ['triː tmənts] n. 治疗；疗法（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）

212 Uganda 1 [ju:'gændə] n.乌干达（非洲国家）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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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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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vaccine 6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216 vaccines 2 疫苗程序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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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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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waited 1 [weɪt] v. 等；等待 n. 等待；等候

220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221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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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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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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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25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226 w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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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28 with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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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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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0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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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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