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9-23 [Health and Lifestyle] Vaccine Group Setting up Plans
for Future Pandemic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o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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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 the 1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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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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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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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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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vaccines 9 疫苗程序

9 countries 8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0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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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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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Berkley 6 n. 伯克利

13 gavi 6 加维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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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vaccine 6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16 covid 5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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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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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buy 4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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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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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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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world 4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4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5 billion 3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26 funding 3 ['fʌndiŋ] n.提供资金；用发行长期债券的方法来收回短期债券 v.提供资金；积存（fund的ing形式）

27 future 3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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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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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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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以)莫雷

31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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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pandemics 3 n.（全国或全球性）流行病，大流行病( pandemic的名词复数 )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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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ability 2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36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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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alliance 2 [ə'laiəns] n.联盟，联合；联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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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allow 2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
39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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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omment 2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42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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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donors 2 供精者

44 English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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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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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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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global 2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48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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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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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51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52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53 Jill 2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54 jumpstart 2 ['dʒʌmpˌstɑ tː] vt. 助推启动； 发动 n. 助推启动法； <非正式>推动法

55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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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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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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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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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plans 2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61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62 Robbins 2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
63 set 2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 n.
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64 start 2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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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struggled 2 ['strʌgəld] adj.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67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68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69 treatments 2 ['triː tmənts] n. 治疗；疗法（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）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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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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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74 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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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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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78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79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80 ahead 1 adj.向前；在前的；领先 adv.向前地；领先地；在（某人或某事物的）前面；预先；在将来，为未来

81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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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83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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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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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aside 1 [ə'said] adv.离开，撇开；在旁边 n.旁白；私语，悄悄话；离题的话 prep.在…旁边

88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89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90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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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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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95 cash 1 [kæʃ] n.现款，现金 vt.将…兑现；支付现款 n.(Cash)人名；(英)卡什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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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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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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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commitment 1 [kə'mitmənt] n.承诺，保证；委托；承担义务；献身

100 commitments 1 [kə'mɪtmənts] n. 约定；承诺 名词commitment的复数形式.

101 cut 1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102 deliveries 1 [dɪ'lɪvərɪz] n. 递送的货物；分娩（名词delivery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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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donor 1 ['dəunə] n.捐赠者；供者；赠送人 adj.捐献的；经人工授精出生的

105 doses 1 英 [dəʊs] 美 [doʊs] n. 剂量；一剂；一服 vt. 给 ... 服药

106 draw 1 [drɔ:] vt.画；拉；吸引 vi.拉；拖 n.平局；抽签 n.(Draw)人名；(英)德劳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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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109 effectively 1 [i'fektivli] adv.有效地，生效地；有力地；实际上

110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11 erman 1 n. 埃尔曼

112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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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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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exists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
116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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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front 1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
119 funds 1 [fʌndz] n.[会计]资金，现金（fund的复数）；基金 v.资助（fund的三单形式）；提供资金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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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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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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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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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hand 1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
125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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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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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28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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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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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immunization 1 [,imju:nai'zeiʃən, -ni'z-] n.免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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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improved 1 [ɪm'pruːvd] adj. 改良的；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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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India 1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137 instruments 1 ['ɪnstrəmənt] n. 仪器；乐器；工具；器械 v. 用器械（或仪器）装备；向…提交文书

138 interesting 1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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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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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is 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2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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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knowing 1 ['nəuiŋ] adj.博学的；狡猾的；心照不宣的 n.认知 v.知道；认识；确信（know的ing形式）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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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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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149 load 1 [ləud] n.负载，负荷；工作量；装载量 vi.[力]加载；装载；装货 vt.使担负；装填

150 makers 1 n. 迈克（美国一家公司）

151 manufacturing 1 [,mænju'fæktʃəriŋ] adj.制造的；制造业的 n.制造业；工业 v.制造；生产（manufacture的ing形式）

152 merging 1 [mɜːdʒɪŋ] n. 熔合；归并；汇合；数据并合 动词merg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53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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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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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6 needy 1 ['ni:di] adj.贫困的；贫穷的；生活艰苦的 n.(Needy)人名；(英)尼迪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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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number 1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
159 obligation 1 [,ɔbli'geiʃən] n.义务；职责；债务

160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161 ourselves 1 [,auə'selvz, ,ɑ:-] pron.我们自己；我们亲自

162 oversupply 1 英 ['əʊvəsə'plaɪ] 美 ['oʊvəsə'plaɪ] vt. 过多供给 n. 供给过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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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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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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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partnership 1 ['pɑ:tnəʃip] n.合伙；[经管]合伙企业；合作关系；合伙契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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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169 persons 1 ['pɜːsnz] n. 人们 名词person的复数形式.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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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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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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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pledge 1 [pledʒ] n.保证，誓言；抵押；抵押品，典当物 vt.保证，许诺；用……抵押；举杯祝……健康 n.(Pledge)人名；(英)普莱
奇

173 poor 1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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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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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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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program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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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promise 1 ['prɔmis] n.许诺，允诺；希望 vt.允诺，许诺；给人以…的指望或希望 vi.许诺；有指望，有前途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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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181 purpose 1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
182 p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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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184 ran 1 [ræn] v.跑（run的过去式） n.(Ran)人名；(俄、瑞典、塞)拉恩；(柬)兰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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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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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replies 1 [rɪ'plaɪ] v. 回答；答复；回应 n. 回答；答复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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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response 1 [ri'spɔns] n.响应；反应；回答

190 return 1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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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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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195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196 Seth 1 [seθ] n.赛斯（男子名）

197 setting 1 ['setiŋ] n.环境；安装；布置；[天]沉落 v.放置；沉没；使…处于某位置（set的ing形式）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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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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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Singapore 1 [,siŋgə'pɔ:] n.新加坡

202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203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204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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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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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208 still 1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209 sum 1 [sʌm] n.金额；总数 vi.概括 vt.总结；合计 n.(Sum)人名；(英)萨姆；(柬)孙；(俄、德、捷)苏姆；(越)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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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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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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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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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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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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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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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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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us 1 pron.我们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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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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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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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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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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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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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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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1 work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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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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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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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