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1-25 [Health and Lifestyle] US Officials Propose Yearly
COVID Shot for Most American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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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1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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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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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t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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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vaccine 9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8 FDA 8 [ˌefdiː 'eɪ] abbr. 食品及药物管理局(=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)

9 hav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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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covid 7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1 i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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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 against 6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3 shot 6 n.发射；炮弹；射手；镜头 adj.用尽的；破旧的；杂色的，闪光的 v.射击（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4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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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yearly 6 ['jə:li, 'jiə-] adj.每年的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 n.年刊；年鉴

16 americans 5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7 dose 5 [dəus] n.剂量；一剂，一服 vi.服药 vt.给药；给…服药 n.(Dose)人名；(德)多泽；(意、西、葡、塞)多塞；(英)多斯

18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9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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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boosters 4 n. 支持者（booster的复数形式）；拉拉队

21 experts 4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22 immunity 4 [i'mju:nəti] n.免疫力；豁免权；免除

23 lates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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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protection 4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25 should 4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26 system 4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7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8 vaccination 4 [,væksi'neiʃən] n.接种疫苗；种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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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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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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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ooster 3 ['bu:stə] n.升压机；支持者；扩爆器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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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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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disease 3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37 infection 3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
38 mo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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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officials 3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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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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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42 pl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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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proposal 3 [prəu'pəuzəl] n.提议，建议；求婚

44 rates 3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
45 shot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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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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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strains 3 [streɪn] n. 拉紧；紧张；血统；笔调；（动植物或疾病的）品种 v. 拉紧；劳累；过分使用

48 targe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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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virus 3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50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51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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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adults 2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54 amount 2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55 as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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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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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7 autumn 2 ['ɔ:təm] n.秋天；成熟期；渐衰期，凋落期 adj.秋天的，秋季的 n.(Autumn)人名；(英)奥特姆

58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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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alled 2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61 children 2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62 combination 2 [,kɔmbi'neiʃən] n.结合；组合；联合；[化学]化合

63 decide 2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64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65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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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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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flu 2 [flu:] n.流感 n.(Flu)人名；(法)弗吕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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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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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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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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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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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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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launched 2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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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78 needed 2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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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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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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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receive 2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83 sa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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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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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84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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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scientists 2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86 single 2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87 strain 2 n.张力；拉紧；负担；扭伤；血缘 vi.拉紧；尽力 vt.拉紧；滥用；滤去；竭力 n.(Strain)人名；(英)斯特兰 n.（植物、动
物的）品种；种类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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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vaccines 2 疫苗程序

90 versions 2 ['vɜ ʃːəns] n. 版本 名词version的复数形式.

91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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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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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whether 2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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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96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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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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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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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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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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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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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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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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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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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09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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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12 approved 1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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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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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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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6 August 1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117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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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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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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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calls 1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123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24 campaigns 1 [kæm'peɪn] n. 运动；战役；活动；竞选运动 v. 参加竞选；从事运动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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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）食品罐头

126 candidates 1 ['kændɪdeɪts] n. 申请求职者；候选人；投考者 名词candidate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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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128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29 cold 1 [kəuld] adj.寒冷的；冷淡的，不热情的；失去知觉的 n.寒冷；感冒 adv.完全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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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132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
133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134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35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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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debate 1 [di'beit] vt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vi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n.辩论；辩论会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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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documents 1 英 ['dɒkjumənt] 美 ['dɑːkjumənt] n. 文件；公文；文档 vt. 记载；(用文件等)证明

140 dropped 1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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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143 easier 1 [英 ['i:zɪə] 美 ['i:zɪr]] adj.更简单；容易些（easy的比较级形式）；较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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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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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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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49 extra 1 ['ekstrə] adv.特别地，非常；另外 n.临时演员；号外；额外的事物；上等产品 adj.额外的，另外收费的；特大的

150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51 forward 1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
152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153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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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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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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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7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58 healthy 1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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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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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immune 1 [i'mju:n] adj.免疫的；免于……的，免除的 n.免疫者；免除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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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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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independent 1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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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influenza 1 [,influ'enzə] n.[内科]流行性感冒（简写flu）；家畜流行性感冒

168 injected 1 充血的 注入的

169 injections 1 注射

170 into 1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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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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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73 launch 1 [lɔ:ntʃ, lɑ:ntʃ] vt.发射（导弹、火箭等）；发起，发动；使…下水 vi.开始；下水；起飞 n.发射；发行，投放市场；下
水；汽艇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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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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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178 long 1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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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makers 1 n. 迈克（美国一家公司）

181 manufacturers 1 [mænjʊ'fæktʃərəz] n. 生产商；制造商 名词manufactur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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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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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measured 1 ['meʒəd] adj.量过的；慎重的；基于标准的；有规则的 v.测量，判断（measure的过去分词）

186 medicine 1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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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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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moderna 1 莫德尔纳

190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91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192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193 nationwide 1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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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needle 1 ['ni:dl] n.针；指针；刺激；针状物 vi.缝纫；做针线 vt.刺激；用针缝 n.(Needle)人名；(英)尼德尔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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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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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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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200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201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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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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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05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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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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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pfizer 1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
209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210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11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212 preexisting 1 英 ['priː ɪg'zɪst] 美 [priː ɪg'zɪst] vt. 先于 ... 存在 vi. 先前存在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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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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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215 propose 1 [prəu'pəuz] vt.建议；打算，计划；求婚 vi.建议；求婚；打算

216 proposing 1 英 [prə'pəʊz] 美 [prə'poʊz] v. 打算；计划；向 ... 提议；求婚；提名

217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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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proven 1 ['pru:vən] v.证明（prov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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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publicize 1 ['pʌblisaiz] vt.宣传；公布

222 published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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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25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226 remove 1 [ri'mu:v] vt.移动，迁移；开除；调动 vi.移动，迁移；搬家 n.移动；距离；搬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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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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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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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resist 1 [ri'zist] vi.抵抗，抗拒；忍耐 vt.抵抗；忍耐，忍住 n.[助剂]抗蚀剂；防染剂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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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33 season 1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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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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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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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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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sharply 1 ['ʃa:pli]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

239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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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242 spreadable 1 ['spredəbl] adj.（黄油等）容易被涂开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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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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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246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247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248 substance 1 ['sʌbstəns] n.物质；实质；资产；主旨

249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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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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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253 targeted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 rː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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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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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257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258 traveled 1 ['trævəld] adj.富有旅行经验的；旅客多的；旅客使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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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us 1 pron.我们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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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62 vaccinated 1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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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viral 1 [ˈvaɪrəl] adj.病毒性的

265 vote 1 [vəut] n.投票，选举；选票；得票数 vt.提议，使投票；投票决定；公认 vi.选举，投票 n.(Vote)人名；(英、法)沃特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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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68 weakened 1 ['wiː kən] v. 使 ... 弱，削弱； 变弱； 弄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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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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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2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73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74 younger 1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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