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9-03 [As It Is] COVID-19 Interferes with Health Services
Worldwide 词频表词频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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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of 2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in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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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ercen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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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countries 14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6 and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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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ervices 1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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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 health 10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0 reported 9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11 interference 8 [,intə'fiərəns] n.干扰，冲突；干涉

12 affected 7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3 by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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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t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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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were 6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16 who 6 pron.谁；什么人

17 income 5 ['inkʌm] n.收入，收益；所得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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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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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 mo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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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programs 4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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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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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treatment 4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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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lmost 3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28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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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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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crisis 3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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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lf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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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HIV 3 [,eitʃai'vi:] abbr.艾滋病病毒（humanimmunodeficiencyvirus）

34 is 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35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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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36 least 3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37 lo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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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malaria 3 [mə'lεəriə] n.[内科]疟疾；瘴气

39 necessary 3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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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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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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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ov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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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sprea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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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tuberculosis 3 [tju:,bə:kju'ləusis] n.肺结核；结核病

46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47 ability 2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48 America 2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49 answered 2 英 ['ɑːnsə(r)] 美 ['ænsər] v. 回答；答复；接电话 n. 答案；回答；答复

50 deaths 2 ['deθs] 死亡人口

51 Evans 2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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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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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hi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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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immunization 2 [,imju:nai'zeiʃən, -ni'z-] n.免疫

56 Jonathan 2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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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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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nex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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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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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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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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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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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questions 2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65 rep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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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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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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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stud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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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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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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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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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baragona 1 巴拉戈纳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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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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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

77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78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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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cancer 1 ['kænsə] n.癌症；恶性肿瘤

81 capacities 1 [kə'pæsəti] n. 容量；容积；能力；职位；资格

82 capacity 1 [kə'pæsəti] n.能力；容量；资格，地位；生产力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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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Caribbean 1 [kæri'bi(:)ən] adj.加勒比人的；加勒比海的；加勒比语的 n.加勒比海

85 Caty 1 卡蒂

86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87 commonly 1 ['kɔmənli] adv.一般地；通常地；普通地

88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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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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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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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critical 1 ['kritikəl] adj.鉴定的；[核]临界的；批评的，爱挑剔的；危险的；决定性的；评论的

94 detailed 1 ['di:teild, di'teild] adj.详细的，精细的；复杂的，详尽的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过去分词）

95 diabetes 1 [,daiə'bi:ti:z] n.糖尿病；多尿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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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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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diseases 1 [dɪ'ziː zɪz] 病害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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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document 1 n.文件，公文；[计]文档；证件 vt.记录，记载

101 earned 1 ['ɜːnd] adj. 挣得的；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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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104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05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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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08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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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111 examination 1 [ig,zæmi'neiʃən] n.考试；检查；查问

112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113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114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115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16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17 fund 1 [fʌnd] n.基金；资金；存款 vt.投资；资助 n.(Fund)人名；(德)丰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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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19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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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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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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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identification 1 [ai,dentifi'keiʃən] n.鉴定，识别；认同；身份证明

125 immunity 1 [i'mju:nəti] n.免疫力；豁免权；免除

126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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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29 interfered 1 英 [ˌɪntə'fɪə(r)] 美 [ˌɪntər'fɪr] vi. 干涉；妨碍

130 interferes 1 英 [ˌɪntə'fɪə(r)] 美 [ˌɪntər'fɪr] vi. 干涉；妨碍

131 investments 1 [ɪn'vestmənts] 投资

132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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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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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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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list 1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137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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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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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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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mental 1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142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143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144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45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46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147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48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149 operate 1 vi.运转；动手术；起作用 vt.操作；经营；引起；对…开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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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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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phone 1 [fəun] n.电话；耳机，听筒 vt.打电话 vi.打电话 n.(Phone)人名；(老、缅)蓬

153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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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professional 1 [prə'feʃənəl] adj.专业的；职业的；职业性的 n.专业人员；职业运动员

156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157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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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tɪŋ] 美 [rɪ'pɔː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60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161 researc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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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

162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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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settings 1 n. 设置 名词setting的复数形式.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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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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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168 steve 1 [sti:v] n.史蒂夫（男子名）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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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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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supported 1 [sə'pɔː tɪd] adj.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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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telemedicine 1 ['teli,medisin] n.（通过遥测、电视、电话等方式求诊的）远距离医学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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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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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77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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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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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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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urgently 1 ['ə:dʒəntli] adv.迫切地；紧急地；急切地

183 vaccine 1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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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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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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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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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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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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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1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192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93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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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