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1-22 [Health and Lifestyle] Measles Cases and Deaths
Increasing Worldwid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2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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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1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and 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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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 measles 6 n.[内科]麻疹

8 who 6 pron.谁；什么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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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says 5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1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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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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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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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6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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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outbreaks 4 暴发

18 perce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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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report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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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t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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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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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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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increa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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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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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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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prevent 3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27 republic 3 [ri'pʌblik] n.共和国；共和政体

28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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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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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31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2 able 2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33 action 2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34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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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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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campaigns 2 [kæm'peɪn] n. 运动；战役；活动；竞选运动 v. 参加竞选；从事运动

39 children 2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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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Congo 2 ['kɔŋgəu] n.刚果（位于非洲中部）

41 coronavirus 2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42 crowcroft 2 n. 克罗克罗夫特

43 deaths 2 ['deθs] 死亡人口

44 democratic 2 [,demə'krætik,-kəl] adj.民主的；民主政治的；大众的

45 Evans 2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46 happening 2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47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48 Jonathan 2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49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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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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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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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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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rely 2 [ri'lai] vi.依靠；信赖

54 reported 2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55 risk 2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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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8 vaccination 2 [,væksi'neiʃən] n.接种疫苗；种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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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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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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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63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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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advisor 1 [əd'vaizə] n.顾问；指导教师；劝告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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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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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69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70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71 Brazil 1 [brə'zil] n.巴西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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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aty 1 卡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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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76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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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overage 1 n.覆盖，覆盖范围；新闻报道

79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80 deadly 1 ['dedli] adj.致命的；非常的；死一般的 adv.非常；如死一般地

81 delays 1 [dɪ'leɪ] v. 耽搁；推迟；延误 n. 耽搁；延期；推迟

82 depend 1 [di'pend] vi.依赖，依靠；取决于；相信，信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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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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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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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87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88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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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91 Ethiopia 1 [,i:θi'əupiə] n.埃塞俄比亚

92 failure 1 ['feiljə] n.失败；故障；失败者；破产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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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fighting 1 ['faitiŋ] adj.战斗的；好战的；适于格斗的 n.战斗，搏斗 v.奋斗（fight的ing形式）；打仗；与…进行拳击

95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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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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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99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100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01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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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infected 1 [in'fektid] adj.被感染的 v.传染（infec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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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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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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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09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10 lisa 1 [li:zə] n.丽莎（女子名）

111 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112 Madagascar 1 [,mædə'gæskə] n.马达加斯加岛（非洲岛国）

113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114 milli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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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missing 1 ['misiŋ] adj.失踪的；缺少的 v.错过（miss的ing形式）；想念；漏掉 n.(Missing)人名；(德)米辛

116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117 natasha 1 [nə'tɑ:ʃə] n.娜塔莎（女子名，等于Natascha）

118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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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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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22 Nepal 1 [ni'pɔ:l; -'pɑ:l] n.尼泊尔（亚洲国家）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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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25 Nigeria 1 [nai'dʒiəriə] n.尼日利亚（位于非洲）

126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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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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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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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132 Philippines 1 ['filipi:nz; fili'pi:nz] n.菲律宾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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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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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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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138 recover 1 [ri'kʌvə] vt.恢复；弥补；重新获得 vi.恢复；胜诉；重新得球 n.还原至预备姿势 n.(Recover)人名；(西)雷科韦尔

139 restarted 1 英 [ˌriː 'stɑ tː] 美 [ˌriː 'stɑ rːt] v. 重新启动，重新开始 n. 重新开始；返聘

140 risks 1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
141 rubella 1 [ru:'belə, ru-] n.[内科]风疹

142 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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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schlein 1 施莱因

144 senior 1 ['si:njə] adj.高级的；年长的；地位较高的；年资较深的，资格较老的 n.上司；较年长者；毕业班学生 n.(Senior)人名；
(英)西尼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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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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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Somalia 1 [səu'mɑ:liə; -ljə] n.索马里（非洲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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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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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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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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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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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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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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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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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160 trust 1 ['trʌst] n.信任，信赖；责任；托拉斯 vt.信任，信赖；盼望；赊卖给 vi.信任，信赖；依靠 n.(Trust)人名；(英)特拉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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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unless 1 [ən'les] conj.除非，如果不 prep.除…之外

163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164 vaccinate 1 ['væksineit] vi.接种疫苗 vt.给…注射疫苗 n.被接种牛痘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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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vaccinations 1 接种

167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
168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69 weak 1 [wi:k] adj.[经]疲软的；虚弱的；无力的；不牢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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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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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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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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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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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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