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0-22 [Health and Lifestyle] WHO to Deploy Experimental
Ebola Vaccines to Uganda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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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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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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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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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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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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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9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0 and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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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12 another 1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13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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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15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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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 based 2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18 bats 1 [bæts] adj.怪异的；疯疯癫癫的；神经不正常的 n.蝙蝠（bat的复数形式） n.(Bats)人名；(法)巴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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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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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22 bleeding 2 ['bli:diŋ] n.出血；渗色 adj.流血的；同情的 v.出血；渗出（bleed的ing形式）；感到疼痛

23 bodily 1 ['bɔdili] adv.整体地；亲自地；以肉体形式 adj.身体的；肉体的 n.(Bodily)人名；(英)博迪利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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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26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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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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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came 2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30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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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capital 1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
32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33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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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36 closer 2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
37 commen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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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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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40 confirmed 1 [kən'fə:md] adj.确认的；保兑的；坚定的；惯常的 v.确证；使坚定（confirm的过去分词）；批准

41 Congo 2 ['kɔŋgəu] n.刚果（位于非洲中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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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43 contain 1 [kən'tein] vt.包含；控制；容纳；牵制（敌军） vi.含有；自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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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特

46 currently 2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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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declared 1 [di'klεəd] adj.公然的；公开宣布的

49 democratic 1 [,demə'krætik,-kəl] adj.民主的；民主政治的；大众的

50 deploy 2 [di:'plɔi] vt.配置；展开；使疏开 vi.部署；展开 n.部署

51 deploying 1 [dɪ'plɔɪ] v. 部署；展开；进入战斗位置；配置

52 deployment 1 [di:'plɔimənt] n.调度，部署

53 developed 2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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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diarrhea 1 [,daiə'riə] n.腹泻，痢疾

56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57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58 discovered 1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
59 disease 2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60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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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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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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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64 Ebola 12 [i'bəulə] n.埃博拉病毒

65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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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experimental 3 [ek,speri'mentəl, ek's-] adj.实验的；根据实验的；试验性的

68 failure 1 ['feiljə] n.失败；故障；失败者；破产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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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farming 1 ['fɑ:miŋ] n.农业，耕作 v.耕种；出租（farm的ing形式）

71 final 1 ['fainl] adj.最终的；决定性的；不可更改的 n.决赛；期末考试；当日报纸的末版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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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fluids 1 ['flu:ɪdz] n. 液体

74 for 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75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76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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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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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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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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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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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3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84 happened 2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85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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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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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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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88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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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high 1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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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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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94 identified 1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95 in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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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6 include 2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97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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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India 1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100 indicates 1 ['ɪndɪkeɪt] v. 指示；象征；显示；暗示，预示 v. 表明；指明

101 infected 2 [in'fektid] adj.被感染的 v.传染（infect的过去分词）

102 institute 2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103 investigating 1 [ɪn'vestɪɡeɪt] v. 调查；研究

104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5 issued 1 ['ɪʃu ]ː n. 议题；问题；期刊号；一次发行额；发行；<律>子女 v. 发表；公布；正式发给；发行；流出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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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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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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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Kampala 1 [kɑ:m'pɑ:lə] n.坎帕拉（乌干达首都）

110 killed 3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111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112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13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
114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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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117 likely 2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118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19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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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122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
123 monkeys 1 ['mʌŋki] n. 猴子；猴一样的人 v. 嘲弄；胡闹；模仿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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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muscle 1 ['mʌsl] n.肌肉；力量 vt.加强；使劲搬动；使劲挤出 vi.使劲行进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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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128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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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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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131 nonprofit 1 adj.非盈利的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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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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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of 1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35 officials 4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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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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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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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orders 1 英 ['ɔː də(r)] 美 ['ɔː rdər] n. 顺序；条理；订单；命令；秩序；阶层；[生]目；点的东西 v. 命令；定购；调整；整理；点餐；
预定，订货

140 organ 1 n.器官；机构；风琴；管风琴；嗓音；阴茎 n.（Organ）人名；（英）奥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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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43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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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outbreak 4 ['autbreik, ,aut'breik] n.（战争的）爆发；（疾病的）发作 vi.爆发

146 outbreaks 2 暴发

147 Oxford 1 ['ɔksfəd] n.牛津大学；牛津（英国城市）

148 pain 1 [pein] n.疼痛；努力 vt.使…痛苦；使…烦恼 vi.感到疼痛；引起疼痛 n.(Pain)人名；(意)帕因；(俄)派因；(法)潘；(英)佩因

149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
150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51 person 1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
152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53 preparations 1 [prepə'reɪʃnz] n. 准备，准备工作，配制剂（名词prepar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154 preparing 1 [prɪ'peərɪŋ] adj. 准备的；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.

155 present 1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
156 pres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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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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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primate 1 ['praimeit, -mit] n.大主教；灵长类的动物；首领 adj.灵长目动物的；首要的

159 primates 1 [prai'meiti:z] n.灵长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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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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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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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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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representative 1 [,repri'zentətiv] adj.典型的，有代表性的；代议制的 n.代表；典型；众议员

165 republic 1 [ri'pʌblik] n.共和国；共和政体

166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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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69 river 1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170 rural 1 ['ruərəl] adj.农村的，乡下的；田园的，有乡村风味的

171 sabin 1 ['seibin] n.赛宾（吸音量的计算单位） n.(Sabin)人名；(西)萨温；(法)萨班；(英、罗、意、俄)萨宾

172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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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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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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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75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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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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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179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180 serum 1 ['siərəm, 'si:r-] n.血清；浆液；免疫血清；乳清；树液 n.(Serum)人名；(挪)塞吕姆

181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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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sick 1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
184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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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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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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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spreading 2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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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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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starts 1 [s'tɑ tːs] v. 开始；启动；开创（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开始；开创（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）

192 Stat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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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194 st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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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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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Sudan 2 [su:'dæn] n.苏丹（非洲国家）

197 symptom 1 ['simptəm] n.[临床]症状；征兆

198 symptoms 1 ['sɪmptəmz] n. 症候 名词symptom的复数形式.

199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00 target 1 n.目标，指标；（攻击的）对象；靶子 v.把...作为目标；面向，对准（某群体） n.（Target）美国塔吉特公司

201 temperature 1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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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t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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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the 3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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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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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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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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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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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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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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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13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14 tool 1 [tu:l] n.工具，用具；器械，机床；手段 vi.使用工具；用机床装备工厂 vt.用工具给……加工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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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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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Uganda 9 [ju:'gændə] n.乌干达（非洲国家）

218 Ugandan 1 [ju:'gændən] adj.乌干达的；乌干达人的 n.乌干达人

219 undergoing 1 [,ʌndə'gəu] vt.经历，经受；忍受

220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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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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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vaccines 5 疫苗程序

224 version 2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225 village 1 ['vilidʒ] n.村庄；村民；（动物的）群落

226 virus 5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227 viruses 1 ['vaɪərəsɪz] n. 病毒 名词virus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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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vomiting 1 ['vɔmitiŋ] v.呕吐（vomit的ing形式）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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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32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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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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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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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west 2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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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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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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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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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3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244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45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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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yonas 1 n. 约纳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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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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