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5-24 [Health and Lifestyle] Monkeypox Possibly Spread in
Europe at Large Dance Partie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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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to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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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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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1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6 i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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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spread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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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 at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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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 said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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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who 8 pron.谁；什么人

12 monkeypox 7 ['mʌŋkiː pɒks] 猴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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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5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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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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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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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health 5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9 Heymann 5 n. 海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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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something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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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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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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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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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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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outbreak 4 ['autbreik, ,aut'breik] n.（战争的）爆发；（疾病的）发作 vi.爆发

28 perso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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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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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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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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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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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Europe 3 ['juərəp] n.欧洲

36 gay 3 [gei] adj.快乐的；放荡的；艳丽的 n.同性恋者 n.(Gay)人名；(西)加伊；(英、法、瑞典、毛里塔)盖伊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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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infection 3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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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large 3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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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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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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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kin 3 [skin] n.皮肤；外皮 vt.剥皮 vi.愈合；长皮

44 Spain 3 [spein] n.西班牙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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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Weeks 3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47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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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Africa 2 ['æfrikə] n.非洲

49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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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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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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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2 Australia 2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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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bod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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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Britain 2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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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a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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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ause 2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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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urren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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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62 dance 2 [dɑ:ns, dæns] n.舞蹈；舞会；舞曲 vi.跳舞；跳跃；飘扬 vt.跳舞；使跳跃 adj.舞蹈的；用于跳舞的 n.(Dance)人名；(英)丹
斯；(法)当斯

63 disease 2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64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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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event 2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66 events 2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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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69 gre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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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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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into 2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
72 investigating 2 [ɪn'vestɪɡeɪt] v. 调查；研究

73 Israel 2 ['izreiəl] n.以色列（亚洲国家）；犹太人，以色列人

74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75 Madrid 2 [mə'drid; mɑ:'ðri:ð] n.马德里（西班牙首都）

76 men 2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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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noted 2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79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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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out 2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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灭；驱逐

82 parties 2 英 ['pɑ tːi] 美 ['pɑ rːti] n. 聚会；宴会；政党；一伙人；[律]当事人 vi. 开派对

83 possible 2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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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pride 2 n.自豪；骄傲；自尊心；狮群 vt.使得意，以...自豪 vi.自豪 n.（Pride）人名；（英）普赖德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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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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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sauna 2 ['sɔ:nə, 'sau-, -nɑ:] n.桑拿浴 vi.洗桑拿浴 n.(Sauna)人名；(芬)绍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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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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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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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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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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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95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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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top 2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高
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97 transmission 2 [trænz'miʃən, træns-, trɑ:n-] n.传动装置，[机]变速器；传递；传送；播送

98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99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100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01 with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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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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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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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adviser 1 [əd'vaizə] n.顾问；劝告者；指导教师（等于advisor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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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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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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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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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13 amplified 1 ['æmplɪfaɪ] adj. 放大的；增强的 动词ampl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14 amplify 1 ['æmplifai] vt.放大，扩大；增强；详述 vi.详述

115 attended 1 [ə'tendɪd]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16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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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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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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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Belgium 1 ['beldʒəm] n.比利时（西欧国家，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）

123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124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
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25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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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128 canary 1 [kə'nεəri] n.[鸟]金丝雀；淡黄色 n.(Canary)人名；(英)卡纳里

129 capital 1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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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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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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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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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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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Denmark 1 ['denma:k] n.丹麦（欧洲国家）

139 deserve 1 [di'zə:v] vi.应受，应得 vt.应受，应得

140 detected 1 [dɪ'tektɪd] adj. 检测到的 动词det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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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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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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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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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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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149 facebook 1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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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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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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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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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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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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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158 friendly 1 ['frendli] adj.友好的；亲切的；支持的；融洽的，和睦的 adv.友善地；温和地 n.(Friendly)人名；(英)弗兰德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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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161 ground 1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162 grows 1 英 [ɡrəʊ] 美 [ɡroʊ] v. 增加；生长；变成；种植；逐渐开始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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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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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66 hospital 1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167 hospitalization 1 [,hɔspitəlai'zeiʃən, -li'zei-] n.住院治疗；医院收容；住院保险（等于hospitalizationinsurance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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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169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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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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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illness 1 ['ilnis] n.病；疾病

173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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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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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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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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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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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Islands 1 ['ailənds] n.群岛（island的复数）；岛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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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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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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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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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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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188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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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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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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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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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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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no 1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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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notice 1 ['nəutis] n.通知，布告；注意；公告 vt.通知；注意到；留心 vi.引起注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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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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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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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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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03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04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205 pain 1 [pein] n.疼痛；努力 vt.使…痛苦；使…烦恼 vi.感到疼痛；引起疼痛 n.(Pain)人名；(意)帕因；(俄)派因；(法)潘；(英)佩因

206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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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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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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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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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plant 1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特；(法)普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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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possibly 1 ['pɔsəbli] adv.可能地；也许；大概

213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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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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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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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219 reaction 1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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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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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22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223 respect 1 [ri'spekt] n.尊敬，尊重；方面；敬意 vt.尊敬，尊重；遵守

224 respected 1 [ri'spektid] adj.受尊敬的 v.尊敬；重视（re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25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26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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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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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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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seed 1 [si:d] n.种子；根据；精液；萌芽；子孙；原由 vt.播种；结实；成熟；去…籽 vi.播种；（植物）结实 n.(Seed)人名；(英)
锡德

231 seeded 1 ['si:did] adj.已播种了的；去籽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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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
234 sex 1 [seks] n.性；性别；性行为；色情 vt.引起…的性欲；区别…的性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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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237 sh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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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signs 1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239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40 Singapore 1 [,siŋgə'pɔ:] n.新加坡

241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242 source 1 [sɔ:s] n.来源；水源；原始资料 n.(Source)人名；(法)苏尔斯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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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spots 1 [spɒts] n. 污点 名词spo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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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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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strength 1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
249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250 Switzerland 1 ['switsələnd] n.瑞士（欧洲国家）

251 temperature 1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252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253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54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255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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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tiredness 1 ['taiədnis] n.疲劳；疲倦

257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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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59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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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62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263 us 1 pron.我们

264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65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
266 version 1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267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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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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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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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273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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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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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6 worrisome 1 ['wʌrisəm, 'wə:-] adj.令人烦恼的，令人不安的；麻烦的

277 wounds 1 ['wuːndz] n. 伤口 名词woun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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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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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yourself 1 [jɔ:'self, juə-, jə-] pron.你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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