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1-19 [As It Is] Moderna Aims to Supply COVID Vaccine to
China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2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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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4 moderna 9 莫德尔纳

5 i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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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and 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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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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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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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vaccines 6 疫苗程序

11 china 5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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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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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mrna 5 =Messenger RNA[生化]信使核糖核酸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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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Chinese 4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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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d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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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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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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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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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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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cancer 3 ['kænsə] n.癌症；恶性肿瘤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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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factories 3 ['fæktri] n. 工厂；制造厂

26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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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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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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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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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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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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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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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celebrations 2 n.庆祝( celebration的名词复数 ); 庆祝会（仪式）

37 comp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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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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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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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41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42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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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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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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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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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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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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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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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outbreak 2 ['autbreik, ,aut'breik] n.（战争的）爆发；（疾病的）发作 vi.爆发

52 policy 2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53 retur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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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55 standpoint 2 ['stændpɔint] n.立场；观点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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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surge 2 n.汹涌；大浪，波涛；汹涌澎湃；巨涌 v.汹涌；起大浪，蜂拥而来

58 technology 2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59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60 virus 2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61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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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wef 2 abbr.世界教育联谊会（WorldEducationFellowship）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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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65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66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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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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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address 1 vt.演说；从事；忙于；写姓名地址；向…致辞；与…说话；提出；处理 n.地址；演讲；致辞；说话的技巧；称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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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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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aims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73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74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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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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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Australia 1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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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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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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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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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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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）食品罐头

84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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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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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89 country 1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乐
的

90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91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92 davos 1 n.达沃斯（地名）

93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94 discussing 1 [dɪ'skʌs] v. 讨论；论述；商量

95 discussion 1 [dis'kʌʃən] n.讨论，议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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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dru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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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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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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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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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except 1 [ik'sept] vt.不计；把…除外 vi.反对 prep.除…之外 conj.除了；要不是

103 experiencing 1 [ɪk'spɪərənsɪŋ] n. 体验；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.

104 experimental 1 [ek,speri'mentəl, ek's-] adj.实验的；根据实验的；试验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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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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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108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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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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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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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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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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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healthcare 1 ['helθkeə] 保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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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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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18 hometowns 1 n.家乡，故乡( hometown的名词复数 )

119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120 hospitals 1 ['hɒspɪtlz] 医院

121 inactive 1 [in'æktiv] adj.不活跃的；不活动的；怠惰的；闲置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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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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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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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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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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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Kenya 1 ['kenjə; 'ki:njə] n.肯尼亚（东非国家）

128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129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130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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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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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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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135 lunar 1 ['lju:nə] adj.月亮的，月球的；阴历的；银的；微亮的 n.(Lunar)人名；(西)卢纳尔

136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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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139 melanoma 1 [,melə'nəumə] n.[肿瘤]黑素瘤；胎记瘤

140 mer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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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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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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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3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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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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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47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48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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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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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pfizer 1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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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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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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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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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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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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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report 1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159 researching 1 英 [rɪ'sɜ tːʃ] 美 [rɪ'sɜ rːtʃ] n. 研究；调查 v. 研究；调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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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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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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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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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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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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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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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skin 1 [skin] n.皮肤；外皮 vt.剥皮 vi.愈合；长皮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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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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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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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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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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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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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stephane 1 斯特凡

176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177 sudden 1 ['sʌdən] adj.突然的，意外的；快速的 n.突然发生的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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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supplying 1 [sə'plaɪ] n. 供应；补给；贮备 vt. 供应；提供；补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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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182 talking 1 ['tɔ:kiŋ] adj.说话的，多嘴的；有表情的 n.讲话，谈论 v.谈论；讲话（talk的ing形式） n.(Talking)人名；(英)托金

183 t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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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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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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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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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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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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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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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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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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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upcoming 1 ['ʌp,kʌmiŋ] adj.即将来临的

194 violence 1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195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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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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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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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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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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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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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4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05 zero 1 ['ziərəu, 'zi:rəu] n.零点，零度 num.零 n.(Zero)人名；(意)泽罗

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http://www.voase.cn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