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5-06 [Health and Lifestyle] WHO_ Nearly 15 Million Deaths
Linked to COVID-19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5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2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to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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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in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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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deaths 15 ['deθs] 死亡人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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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llion 1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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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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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were 1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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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 said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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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who 9 pron.谁；什么人

14 health 8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5 mo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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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number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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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by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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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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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tha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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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1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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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there 5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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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 coronavirus 4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25 count 4 [kaunt] vt.计算；认为 vi.计数；有价值 n.计数；计算；伯爵 n.(Count)人名；(法、德、南非)伯爵(欧洲贵族头衔)，康特(人
名)

26 estimate 4 ['estimeit] vi.估计，估价 n.估计，估价；判断，看法 vt.估计，估量；判断，评价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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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pandemic 4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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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etween 3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31 c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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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countries 3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33 death 3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34 estimated 3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35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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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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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38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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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KO 3 ['kei'əu] abbr.让开，不让接近（keepoff） vt.击倒对手 n.（拳击中）击倒，打倒

40 mortality 3 [mɔ:'tæləti] n.死亡数，死亡率；必死性，必死的命运

41 Numbers 3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42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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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reported 3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44 s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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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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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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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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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university 3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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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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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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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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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bad 2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55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56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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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aused 2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59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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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data 2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61 despite 2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
62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63 difference 2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64 effects 2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65 eit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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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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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excess 2 [ik'ses, 'ek-, 'ekses, ik's-] n.超过，超额；过度，过量；无节制 adj.额外的，过量的；附加的

68 explain 2 [ik'splein] v.说明；解释

69 factor 2 ['fæktə] n.因素；要素；[物]因数；代理人 vi.做代理商 vt.把…作为因素计入；代理经营；把…分解成 n.(Factor)人名；(英)
法克特

70 figure 2 ['figə] n.数字；人物；图形；价格；（人的）体形；画像 vi.计算；出现；扮演角色 vt.计算；认为；描绘；象征

71 figures 2 ['fɪgəs] n. 图形，数字，外形，体型，形状，人物，塑像，图表，(冰上表演动作的)花样（figure的复数形式 v. 是重要部
分，认为，演算，领会到（figur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72 future 2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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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anuary 2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75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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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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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low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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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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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much 2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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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 nearly 2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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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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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official 2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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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public 2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86 rat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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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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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researchers 2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89 respond 2 [ri'spɔnd] vi.回答；作出反应；承担责任 vt.以…回答 n.应答；唱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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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shameful 2 ['ʃeimful] adj.可耻的；不体面的；不道德的；猥亵的

92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93 show 2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94 sobering 2 ['səubəriŋ] adj.使清醒的；使冷静的；严重的 vt.使清醒（sober的ing形式）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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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systems 2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97 term 2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98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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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00 Washington 2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101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102 abilities 1 [ə'bɪləti] n. 能力；才能

103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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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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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advances 1 [əd'vaː nsɪz] n. 接近；主动姿态（名词advance的复数形式） v. 前进，进展（动词advan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06 affect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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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7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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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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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albert 1 ['ælbət] n.艾伯特（男子名）

111 allowed 1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
112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113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114 Americas 1 [ə'merikəz] n.美洲

115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16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17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118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119 arrive 1 vi.到达；成功；达成；出生 n.(Arrive)人名；(法)阿里夫

120 ashamed 1 [ə'ʃeimd] adj.惭愧的，感到难为情的；耻于……的

121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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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3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124 bharat 1 ['bʌrʌt] n.（梵文）巴拉特（或婆罗多，即印度）；印度巴拉特石油公司

125 break 1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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晓；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126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127 call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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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cancer 1 ['kænsə] n.癌症；恶性肿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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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cheng 1 中国姓氏成、程、曾、郑、岑的音译

131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132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133 combat 1 ['kɔmbæt, kəm'bæt] vt.反对；与…战斗 vi.战斗；搏斗 n.战斗；争论 adj.战斗的；为…斗争的 n.(Combat)人名；(法)孔巴

134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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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cos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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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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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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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damaging 1 ['dæmidʒiŋ] adj.有破坏性的，损害的；诽谤的 v.破坏（damag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；损害

140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141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
西)迪尔

142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143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44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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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differences 1 ['dɪfərəns] n.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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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direct 1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关系

149 directly 1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150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151 dr 1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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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154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155 emergencies 1 [ɪ'mɜːdʒənsɪz] n. 紧急事件；紧急需要 名词emergency的复数形式.

156 end 1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157 ends 1 ['endz] n. 结束；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.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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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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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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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162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63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164 evaluation 1 [i,vælju'eiʃən] n.评价；[审计]评估；估价；求值

165 exact 1 adj.准确的，精密的；精确的 vt.要求；强求；急需 vi.勒索钱财

166 Exeter 1 ['eksitə] n.埃克塞特（英国英格兰西南部城市）

167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168 expressed 1 [ɪk'spres] n. 快车；快递；专使 adj. 明确的；急速的；直接的 adv. 用快递 vt. 表达；表示；挤压出；快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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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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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171 flu 1 [flu:] n.流感 n.(Flu)人名；(法)弗吕

172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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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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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76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7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78 heavily 1 ['hevili] adv.沉重地；猛烈地；沉闷地

179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180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81 her 1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182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183 Hopkins 1 ['hɔpkinz] n.霍普金（姓氏）

184 hospitals 1 ['hɒspɪtlz] 医院

185 immediately 1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
186 India 1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187 influence 1 ['influəns] n.影响；势力；感化；有影响的人或事 vt.影响；改变

188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189 invest 1 [in'vest] vt.投资；覆盖；耗费；授予；包围 vi.投资，入股；花钱买

190 invested 1 [ɪn'vest] v. 投资；投入

191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92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193 Jill 1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194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
195 Johns 1 [dʒɔnz] n.约翰斯（姓氏）

196 just 1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197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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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Korea 1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200 lancet 1 ['lɑ:nsit, 'lænsit] n.[外科]小刀，柳叶刀；尖顶窗；小枪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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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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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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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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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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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linked 1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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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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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Maria 1 [riə; 'mεəriə] n.玛丽亚（女名）

212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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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medicine 1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214 metrics 1 ['metriks] n.度量；作诗法；韵律学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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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missed 1 [mɪs] n. [M-]小姐 vt. 想念 vt. 错过；漏掉

217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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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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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21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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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24 outbreak 1 ['autbreik, ,aut'breik] n.（战争的）爆发；（疾病的）发作 vi.爆发

225 pandemics 1 n.（全国或全球性）流行病，大流行病( pandemic的名词复数 )

226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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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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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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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poor 1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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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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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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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235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236 rate 1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
237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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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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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request 1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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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42 respiratory 1 ['respərətəri, ri'spaiə-] adj.呼吸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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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Robbins 1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
245 Russell 1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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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48 seek 1 [si:k] vt.寻求；寻找；探索；搜索 vi.寻找；探索；搜索

249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
250 seriousness 1 ['siəriəsnis, 'si:r-] n.严重性；严肃；认真

251 somehow 1 adv.以某种方法；莫名其妙地

252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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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southeast 1 [,sauθ'i:st] adj.东南的；来自东南的 n.东南；东南地区 adv.来自东南

255 Spanish 1 ['spæniʃ] adj.西班牙的；西班牙人的；西班牙语的 n.西班牙语；西班牙人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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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still 1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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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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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suffered 1 ['sʌfəd] v. 遭受，允许，宽恕（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60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261 syndrome 1 n.[临床]综合症状；并发症状；校验子；并发位 n.(Syndrome)人名；(英)辛德罗姆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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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3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64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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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thoughtfulness 1 ['θɔ:tfulnis] n.体贴；思虑

267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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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
270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71 unable 1 [ʌn'eibl] adj.不会的，不能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；不能胜任的

272 uncounted 1 [,ʌn'kauntid] adj.无数的；没有数过的

273 understanding 1 [,ʌndə'stændiŋ] n.谅解，理解；理解力；协议 adj.了解的；聪明的；有理解力的 v.理解；明白（understand的ing
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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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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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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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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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
279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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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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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warned 1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284 when 1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285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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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7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88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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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Yale 1 [jeil] n.耶鲁（男子名）；（美）耶鲁大学；耶鲁弹簧锁（等于Yalelock）

291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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