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2-07 [Health and Lifestyle] WHO_ Cancers Increasing But
Not a 'Death Sentence'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2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cancer 22 ['kænsə] n.癌症；恶性肿瘤

3 in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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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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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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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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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who 9 pron.谁；什么人

9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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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can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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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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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countries 5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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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measures 5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16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7 says 5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8 world 5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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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death 4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21 income 4 ['inkʌm] n.收入，收益；所得

22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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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4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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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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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gainst 3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27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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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ses 3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29 control 3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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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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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lives 3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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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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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perce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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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36 repor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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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sav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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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sentence 3 ['sentəns] n.[语][计]句子，命题；宣判，判决 vt.判决，宣判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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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thi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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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2 Anne 2 [æn] n.安妮（女子名）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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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 ball 2 [bɔ:l] n.球；舞会 vi.成团块 vt.捏成球形 n.(Ball)人名；(土)巴勒；(英、西)鲍尔；(法、德、俄、罗、捷)巴尔

45 causing 2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46 common 2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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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49 eliminate 2 [i'limineit] vt.消除；排除

50 every 2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51 example 2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52 feasible 2 ['fi:zəbl] adj.可行的；可能的；可实行的

53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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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55 increa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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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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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middle 2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58 mill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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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millions 2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60 nearly 2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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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notes 2 英 [nəʊt] 美 [noʊt] n. 笔记；便条；纸币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音调 vt. 注意；记录；注解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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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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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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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otherwise 2 adv.否则；另外；在其他方面 adj.另外的；其他方面的；原本，本来 conj.其他；如果不；然后

67 per 2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68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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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prevention 2 [pri'venʃən, pri:-] n.预防；阻止；妨碍

70 preventive 2 [pri'ventiv, pri:-] n.预防药；预防法 adj.预防的，防止的

71 reports 2 英 [rɪ'pɔːt] 美 [rɪ'pɔːrt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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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research 2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73 rise 2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74 services 2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75 she 2 [ʃi:] pron.她（主格）；它（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、船舶、地球、月亮等） n.女人；雌性动物 n.(She)人名；(中)佘(普通话
·威妥玛)

76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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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

78 tobacco 2 [tə'bækəu] n.烟草，烟叶；烟草制品；抽烟

79 trend 2 [trend] n.趋势，倾向；走向 vi.趋向，伸向 vt.使…趋向 n.(Trend)人名；(英)特伦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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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VOA 2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82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83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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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85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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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adds 1 abbr.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(=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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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adv 1 ['ædvɜːb] abbr. 副词（=adverb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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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agents 1 n.媒介；[法][贸易]代理人；药剂（agent的复数）

92 alive 1 [ə'laiv] adj.活着的；活泼的；有生气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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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Andre 1 ['ændrei] n.安德烈（男子名，等于Andrew）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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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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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9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99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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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behaving 1 [bɪ'heɪv] v. 表现；行为；举止

102 billions 1 ['bɪljənz] n.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.

103 cancers 1 ['kænsəz] 肿瘤

104 cervical 1 ['sə:vikəl, sə:'vai-] adj.颈的；子宫颈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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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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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108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109 controlling 1 [kən'trəuliŋ] n.控制 v.控制；管理（control的ing形式）；验证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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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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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day 1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113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114 deciding 1 [di'saidiŋ] adj.决定性的；无疑的 v.决定（decide的现在分词）

115 describes 1 [dɪ'skraɪb] vt. 描述；说成；形容；画(尤指几何图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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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118 die 1 [dai] vi.死亡；凋零；熄灭 vt.死，死于… n.冲模，钢模；骰子 n.(Die)人名；(西)迭；(阿拉伯)迪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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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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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21 direction 1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
122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123 diseases 1 [dɪ'ziː zɪz] 病害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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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26 dying 1 ['daiiŋ] adj.临终的，垂死的 n.死，死亡 v.死，死亡；枯萎；失去活力（die的ing形式）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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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earnings 1 ['ə:niŋz] n.收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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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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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examples 1 [ɪɡ'zɑːmplz] n.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.

133 explained 1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
134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35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136 George 1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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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139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140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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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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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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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hepatitis 1 [,hepə'taitis] n.肝炎

145 hpv 1 abbr. 人类乳头状病毒；人类乳突病毒(=human papillomavirus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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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improvements 1 [ɪmp'ruːvmənts] 改进

148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
149 inequality 1 [,ini'kwɔləti] n.不平等；不同；不平均

150 infection 1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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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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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investing 1 [ɪnvestɪŋ] n. 投资 动词inves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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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
156 kill 1 [kil] vt.杀死；扼杀；使终止；抵消 vi.杀死 n.杀戮；屠杀 adj.致命的；致死的 n.(Kill)人名；(德)基尔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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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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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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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lifetime 1 ['laiftaim] n.一生；寿命；终生；使用期 adj.一生的；终身的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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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lisa 1 [li:zə] n.丽莎（女子名）



163 liver 1 ['livə] n.肝脏；生活者，居民

164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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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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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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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69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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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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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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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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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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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over 1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176 patients 1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177 phrase 1 [freiz] n.短语,习语,措辞,乐句 vt.措词,将(乐曲)分成乐句

178 policies 1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ːl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179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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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182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183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184 preventing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
185 profits 1 n.[会计]收益，红利；盈利（profit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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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rat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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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189 reduces 1 英 [rɪ'djuːs] 美 [rɪ'duːs] v. 减少；缩小；使落魄；简化；还原

190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191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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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194 richer 1 ['rɪtʃər] adj. 更富有的 形容词rich的比较级.

195 rid 1 [rid] vt.使摆脱；使去掉 n.(Rid)人名；(英)里德

196 schlein 1 施莱因

197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198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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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sexually 1 ['sekʃuəli] adv.性别地；两性之间地

201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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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204 smoke 1 [sməuk] n.烟；抽烟；无常的事物 vi.冒烟，吸烟；抽烟；弥漫 vt.吸烟；抽

205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

206 stages 1 [steɪdʒ] n. 舞台；戏剧；阶段；步骤；行程 v. 上演；举行；组织；筹划；使出现

207 successfully 1 [sək'sesfəli] adv.成功地；顺利地

208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09 sufferer 1 ['sʌfərə] n.患者；受害者

210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211 technical 1 ['teknikəl] adj.工艺的，科技的；技术上的；专门的

212 testing 1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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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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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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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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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transmitted 1 [trænz'mɪtɪd] adj. 传输的；传送的；传达的 动词transmi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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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upper 1 ['ʌpə] adj.上面的，上部的；较高的 n.(Upper)人名；(英)厄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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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accination 1 [,væksi'neiʃən] n.接种疫苗；种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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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arns 1 英 [wɔːn] 美 [wɔː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226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227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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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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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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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rk 1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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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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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235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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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