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5-21 [Health and Lifestyle] What Is Monkeypox, Where Is It
Spreading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in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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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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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nd 1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6 cases 14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7 is 1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monkeypox 14 ['mʌŋkiː pɒks] 猴痘

9 ar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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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people 1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1 be 8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2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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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t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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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disease 7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15 Africa 6 ['æfrikə] n.非洲

16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7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8 health 6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9 i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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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1 been 5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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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men 5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24 mo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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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reported 5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26 spreading 5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27 virus 5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28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29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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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ody 4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31 Britain 4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32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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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fir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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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ha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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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 infections 4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36 officials 4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37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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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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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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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)赛义德

39 several 4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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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where 4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42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43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44 among 3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45 animals 3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46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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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7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48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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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ontact 3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50 did 3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51 human 3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52 identified 3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3 infected 3 [in'fektid] adj.被感染的 v.传染（infect的过去分词）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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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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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s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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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sex 3 [seks] n.性；性别；性行为；色情 vt.引起…的性欲；区别…的性别

58 should 3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59 smallpox 3 ['smɔ:lpɔks] n.[内科]天花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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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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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63 through 3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64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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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transmission 3 [trænz'miʃən, træns-, trɑ:n-] n.传动装置，[机]变速器；传递；传送；播送

66 travel 3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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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w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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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70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71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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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73 appears 2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74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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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77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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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enter 2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79 clo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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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Congo 2 ['kɔŋgəu] n.刚果（位于非洲中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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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countries 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82 endemic 2 [en'demik] adj.地方性的；风土的 n.地方病

83 Europe 2 ['juərəp] n.欧洲

84 European 2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85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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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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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88 infection 2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
89 internationa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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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intimate 2 [英 ['ɪntɪmət] 美 [ˈɪntəmɪt]] adj.亲密的；私人的；精通的；有性关系的 n.知己；至交 vt.暗示；通知；宣布

91 isolated 2 ['aisəleitid] adj.孤立的；分离的；单独的；[电]绝缘的 v.使孤立；使绝缘；脱离（isolate的过去分词）

92 London 2 ['lʌndən] n.伦敦

93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94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95 outside 2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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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pl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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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Portugal 2 ['pɔ:tjugəl] n.葡萄牙（欧洲西南部国家）

98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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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rash 2 [ræʃ] adj.轻率的；鲁莽的；不顾后果的 n.[皮肤]皮疹；突然大量出现的事物 n.(Rash)人名；(英、以、阿拉伯)拉什

100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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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serious 2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103 seriously 2 ['siəriəsli, 'si:r-] adv.认真地；严重地，严肃地

104 severe 2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105 sexual 2 ['seksjuəl, -ʃuəl] adj.性的；性别的；有性的

106 skinner 2 ['skinə] n.剥皮工人；皮革商；骗子 n.(Skinner)人名；(英)斯金纳；(瑞典)希纳

107 sometimes 2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108 spre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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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suspected 2 英 [səs'pektɪd] 美 [sə'spektɪd] adj. 可疑的；嫌疑的 动词su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10 symptoms 2 ['sɪmptəmz] n. 症候 名词symptom的复数形式.

111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12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113 up 2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
11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15 Weeks 2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116 whitworth 2 ['witwə:θ] n.惠氏；惠特沃思（姓氏）

117 aches 1 [eɪk] n. 痛；隐痛 vi. 渴望；痛

118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119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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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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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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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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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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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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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anti 1 ['ænti, -tai] adj.反对的 n.反对者，反对论者 n.(Anti)人名；(意)安蒂；(阿拉伯)安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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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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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bedsheet 1 ['bed,ʃi:t] n.床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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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belongs 1 英 [bɪ'lɒŋ] 美 [bɪ'lɔː ŋ] vi. 应归入；属于

134 boy 1 [bɔi] n.男孩；男人 n.(Boy)人名；(英、德、西、意、刚(金)、印尼、瑞典)博伊；(法)布瓦

135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136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137 Caty 1 卡蒂

138 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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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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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143 cheng 1 中国姓氏成、程、曾、郑、岑的音译

144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145 chills 1 [tʃɪl] v. (使)变冷；(使)扫兴；[冶]冷淬 n. 寒冷；扫兴；寒心；着凉 adj. 冷淡的；寒冷的

146 clothing 1 ['kləuðiŋ] n.（总称）[服装]服装；帆装 v.覆盖（clothe的ing形式）；给…穿衣

147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148 comm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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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
150 confirmed 1 [kən'fə:md] adj.确认的；保兑的；坚定的；惯常的 v.确证；使坚定（confirm的过去分词）；批准

151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152 connection 1 n.连接；关系；人脉；连接件

153 contacts 1 英 ['kɒntækts] 美 ['kɑntækts] n. 联系人；触体 名词contact的复数形式.

154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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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cuts 1 [kʌts] n.切口；（分摊到的）份额；近路（cut的复数） v.剪（cu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[机]切割；砍倒

157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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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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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161 develops 1 [dɪ'veləp] v. 发展；发育；开发；冲洗(照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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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distant 1 adj.遥远的；冷漠的；远隔的；不友好的，冷淡的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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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documented 1 ['dɒkjʊməntɪd] adj. 备有证明文件的；有执照的 动词docum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66 dogs 1 n.狗（dog的复数）；瘦狗类 v.紧紧跟踪；追猎；紧随（dog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Dogs)人名；(德)多格斯

167 drugs 1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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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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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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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epidemic 1 [,epi'demik] adj.流行的；传染性的 n.传染病；流行病；风尚等的流行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72 eruption 1 [i'rʌpʃən] n.爆发，喷发；火山灰；出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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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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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176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177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178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79 exposed 1 [ik'spəuzd] adj.暴露的，无掩蔽的 v.暴露，揭露（expose的过去分词）

180 extreme 1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
181 face 1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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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fever 1 ['fi:və] n.发烧，发热；狂热 vt.使发烧；使狂热；使患热病 vi.发烧；狂热；患热病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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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flat 1 adj.平的；单调的；不景气的；干脆的；平坦的；扁平的；浅的 adv.（尤指贴着另一表面）平直地；断然地；水平地；直
接地，完全地 n.平地；公寓；平面 vt.使变平；[音乐]使（音调）下降，尤指降半音 vi.逐渐变平；[音乐]以降调唱（或奏）
n.（法）弗拉特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弗莱特（人名）

186 fluids 1 ['flu:ɪdz] n. 液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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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friendship 1 ['frendʃip] n.友谊；友爱；友善 n.(Friendship)人名；(英)弗兰德希普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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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Ghana 1 ['gɑ:nə] n.加纳（非洲西部国家）

191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192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193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194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
伯、巴基)哈伊

195 hands 1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
196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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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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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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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hospitalized 1 英 ['hɒspɪtəlaɪz] 美 ['hɑːspɪtəlaɪz] vt. 就医；使住院

201 housed 1 [haʊst] adj. 封装的 动词hou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02 hygiene 1 ['haidʒi:n] n.卫生；卫生学；保健法

203 imperial 1 [im'piəriəl] adj.帝国的；皇帝的；至高无上的；威严的 n.纸张尺寸；特等品 n.(Imperial)人名；(西)因佩里亚尔

204 imported 1 英 ['ɪmpɔː t] 美 ['ɪmpɔː rt] n. 进口；意义；进口商品 v. 进口；输入

205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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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investigating 1 [ɪn'vestɪɡeɪt] v. 调查；研究

208 involve 1 [in'vɔlv] vt.包含；牵涉；使陷于；潜心于

209 involves 1 英 [ɪn'vɒlv] 美 [ɪn'vɑ lːv] vt. 包含；使忙于；牵涉；使卷入；使陷入

210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
211 isolate 1 ['aisəleit, -lit] vt.使隔离；使孤立；使绝缘 n.[生物]隔离种群 vi.隔离；孤立 adj.隔离的；孤立的

212 Italy 1 ['itəli] n.意大利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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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jimmy 1 ['dʒimi] vt.撬开 n.撬棍；铁撬

215 jumps 1 v.跳跃；暴增（jump的三单形式） n.跳跃；猛涨（jump的复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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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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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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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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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likelihood 1 ['laiklihud] n.可能性，可能

222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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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4 l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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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man 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226 Maria 1 [riə; 'mεəriə] n.玛丽亚（女名）

227 marked 1 [mɑ:kt] adj.显著的；有记号的 v.表示（mark的过去分词）；作记号；打分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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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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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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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milder 1 [maɪld] adj. 温和的；柔和的；宽大的；清淡的

233 monkeys 1 ['mʌŋki] n. 猴子；猴一样的人 v. 嘲弄；胡闹；模仿

234 Montreal 1 [,mɔntri'ɔ:l] n.蒙特利尔（加拿大东南部港市）

235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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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238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239 needing 1 [niː d] v. 需要；必需 n. 需要；必要；缺乏 aux. 需要，必须（无时态、人称变化，后与不带 to 的动词不定式连用，多
用于疑问句和否定句）

240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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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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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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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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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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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249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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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part 1 n.部分；角色；零件；一些；片段 vt.分离；分配；分开 vi.断裂；分手 adv.部分地 adj.部分的 n.(Part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帕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252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253 passing 1 ['pɑ:siŋ, 'pæs-] adj.经过的；目前的；及格的；短暂的 n.经过；及格；流逝；去世 adv.非常 v.通过；及格；许可；传送
（pass的ing形式） n.(Passing)人名；(德)帕辛

254 paths 1 [pæθis] n.路径（path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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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pet 1 [pet] n.宠物；生气；受宠爱的人 vt.宠爱 vi.生气；爱抚 adj.宠爱的 n.(Pet)人名；(俄)佩特；(柬)贝

257 physical 1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258 picked 1 ['pikid, pikt] adj.采摘的；精选的 v.挑选；采摘（pick的过去式）

259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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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prairie 1 ['prεəri] n.大草原；牧场

261 prevention 1 [pri'venʃən, pri:-] n.预防；阻止；妨碍

262 probable 1 ['prɔbəbl] adj.很可能的；可信的 n.很可能的事；大有希望的候选者

263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264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265 public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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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raising 1 ['reiziŋ] n.高地；提高；举；浮雕装饰 v.饲养；升起；举起（raise的ing形式）

267 rarely 1 ['rεəli] adv.很少地；难得；罕有地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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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70 report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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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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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73 sa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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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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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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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278 sick 1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
279 sickness 1 ['siknis] n.疾病；呕吐；弊病

280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281 skin 1 [skin] n.皮肤；外皮 vt.剥皮 vi.愈合；长皮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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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Spain 1 [spein] n.西班牙

284 spreads 1 [spred] v. 传播；展开；散布；铺开；伸展；涂撒 n. 范围；传播；差额；幅度；盛宴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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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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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suggesting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288 Sweden 1 ['swi:dən] n.瑞典（欧洲国家）

289 symptom 1 ['simptəm] n.[临床]症状；征兆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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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92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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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295 tiredness 1 ['taiədnis] n.疲劳；疲倦

296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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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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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9 treatments 1 ['triː tmənts] n. 治疗；疗法（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）

300 tropical 1 ['trɔpikəl] adj.热带的；热情的；酷热的

301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02 uneven 1 [,ʌn'i:vən] adj.不均匀的；不平坦的；[数]奇数的

303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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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305 urged 1 ['ɜːdʒd] v. 催促；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06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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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
309 viral 1 [ˈvaɪrəl] adj.病毒性的

310 virologist 1 [vaiə'rɔlədʒəst] n.滤过性病原体学者

311 warm 1 [wɔ:m] adj.温暖的；热情的 vi.同情；激动；变温暖 vt.使…兴奋；使…温暖；使…感兴趣 n.取暖；加热 n.(Warm)人名；
(英)沃姆；(德)瓦姆

312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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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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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316 west 1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317 wild 1 [waild] adj.野生的；野蛮的；狂热的；荒凉的 n.荒野 adv.疯狂地；胡乱地 n.(Wild)人名；(英)怀尔德；(法、德、葡、捷、
匈)维尔德

318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319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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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1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22 worry 1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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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yearly 1 ['jə:li, 'jiə-] adj.每年的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 n.年刊；年鉴

325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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