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5-25 [Health and Lifestyle] WHO Chief Tedros Is Reelected to
Second Term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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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o 16 pron.谁；什么人

4 in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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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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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7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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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h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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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health 9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1 and 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2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3 some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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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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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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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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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dj 4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19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20 covid 4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21 during 4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22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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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his 4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4 term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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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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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world 4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7 agency 3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28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29 assembly 3 n.装配；集会，集合 n.汇编，编译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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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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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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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director 3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34 Guzman 3 n.古斯曼，古兹曼（西班牙姓氏）

35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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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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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38 leadership 3 ['li:dəʃip] n.领导能力；领导阶层

39 pandemic 3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40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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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second 3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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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told 3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44 tomlinson 3 ['tɔmlinsn] n.汤姆林森（姓氏）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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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workers 3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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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usations 2 n.指责( accusation的名词复数 ); 指控; 控告; （被告发、控告的）罪名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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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0 available 2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51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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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54 concerns 2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55 consistent 2 [kən'sistənt] adj.始终如一的，一致的；坚持的

56 crisis 2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57 criticized 2 ['krɪtɪsaɪz] v. 批评；挑剔；评论；非难；吹毛求疵

58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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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equitable 2 ['ekwitəbl] adj.公平的，公正的；平衡法的

61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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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63 genera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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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guidance 2 ['gaidəns] n.指导，引导；领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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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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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68 member 2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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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nations 2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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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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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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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paper 2 ['peipə] n.纸；论文；文件；报纸 adj.纸做的 vt.用纸糊；用纸包装 vi.贴糊墙纸；发交通违章传票 n.(Paper)人名；(俄)帕佩
尔

75 policies 2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 lː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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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reelected 2 v.重选( reel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)

78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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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science 2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80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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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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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steady 2 ['stedi] adj.稳定的；不变的；沉着的 vi.稳固 vt.使稳定；稳固；使坚定 adv.稳定地；稳固地 n.关系固定的情侣；固定支架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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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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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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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unlucky 2 [,ʌn'lʌki] adj.不幸的；倒霉的；不吉利的

86 us 2 pron.我们

87 usually 2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88 way 2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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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whi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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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abuse 1 [ə'bju:z, ə'bju:s] n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；弊端；恶习，陋习 vt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 n.(Abuse)人名；(英)阿比斯

92 abused 1 [ə'bjuːs] n. 滥用；恶习 vt. 滥用；辱骂；虐待

93 accident 1 ['æksidənt] n.事故；意外；[法]意外事件；机遇

94 accountable 1 [ə'kauntəbl] adj.有责任的；有解释义务的；可解释的

95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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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admit 1 [əd'mit] vt.承认；准许进入；可容纳 vi.承认；容许

98 advice 1 [əd'vais] n.建议；忠告；劝告；通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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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aim 1 vt.目的在于；引导；把…对准 vi.打算；对准目标；瞄准 n.目的；目标；对准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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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airborne 1 ['εəbɔ:n] adj.[航]空运的；空气传播的；风媒的

103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104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05 ap 1 abbr.美国联合通讯社（AssociatedPress）；空气污染（AirPollution）；大气规划（AirProgram）；汇编程序
（AssemblyProgram） n.(Ap)人名；(中)鸭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06 appealing 1 [ə'pi:liŋ] adj.吸引人的；动人的；引起兴趣的；恳求似的 v.恳求（appeal的ing形式）；将…上诉

107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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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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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August 1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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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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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begin 1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114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
115 behaving 1 [bɪ'heɪv] v. 表现；行为；举止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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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118 bod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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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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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22 campaigned 1 [kæm'peɪn] n. 运动；战役；活动；竞选运动 v. 参加竞选；从事运动

123 candidate 1 n.候选人，候补者；应试者

124 cen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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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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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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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127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128 completing 1 [kəm'pliː t] adj. 完整的；完成的；彻底的 vt. 完成；使完美；使圆满；填（表格等）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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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Congo 1 ['kɔŋgəu] n.刚果（位于非洲中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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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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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34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135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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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138 democratic 1 [,demə'krætik,-kəl] adj.民主的；民主政治的；大众的

139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140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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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directed 1 [di'rektid, dai-] adj.定向的；经指导的；被控制的 v.指导；管理（dir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43 doctor 1 vt.修理；篡改，伪造；为…治病；授以博士学位 n.医生；博士 vi.就医；行医

144 dozens 1 ['dʌznz] n. 几十；许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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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drug 1 [drʌg] n.药；毒品；麻醉药；滞销货 vt.使服麻醉药；使服毒品；掺麻醉药于 vi.吸毒 n.(Drug)人名；(罗)德鲁格

147 duty 1 ['dju:ti, 'du:-] n.责任；[税收]关税；职务 n.(Duty)人名；(英)迪蒂

148 Ebola 1 [i'bəulə] n.埃博拉病毒

149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50 elected 1 v.（进行）选举(el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推举； 选择；决定（做某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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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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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enjoyed 1 [ɪn'dʒɔɪd] v. 享受，喜欢（动词enj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54 equal 1 ['i:kwəl] adj.平等的；相等的；胜任的 vt.等于；比得上 n.对手；匹敌；同辈；相等的事物

155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156 Ethiopia 1 [,i:θi'əupiə] n.埃塞俄比亚

157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58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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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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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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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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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failed 1 [feild] adj.已失败的，不成功的 v.失败，不成功（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65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166 fired 1 n.因祸得福（电影名） f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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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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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171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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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Geneva 1 [dʒi'ni:və] n.日内瓦（瑞士西南部城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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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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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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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governing 1 ['gʌvəniŋ] adj.有统治、控制或治理权力的 v.统治（govern的ing形式）；支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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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gradual 1 ['grædʒuəl] adj.逐渐的；平缓的 n.弥撒升阶圣歌集

179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80 heart 1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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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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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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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incident 1 ['insidənt] n.事件，事变；插曲 adj.[光]入射的；附带的；易发生的，伴随而来的

186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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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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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javier 1 n. 哈维尔

190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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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2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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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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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legally 1 ['li:gəli] adv.合法地；法律上

196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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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199 manage 1 vt.管理；经营；控制；设法 vi.处理；应付过去

200 managed 1 ['mænɪdʒ] v. 管理；经营；做成；设法对付；提供；有空

201 managers 1 ['mænɪdʒəz] 经理

202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203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204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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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minister 1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207 mishap 1 ['mishæp, ,mis'h-] n.灾祸；不幸事故；晦气

208 mishaps 1 n. 灾祸（mishap的复数）

209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
210 morally 1 ['mɔrəli, 'mɔ:-] adv.道德上；有道德地；确实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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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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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none 1 [nʌn] pron.没有人；一个也没有；没有任何东西 adj.没有的，一点没有的 adv.决不，一点也不 n.(None)人名；(葡、罗)诺
内；(日)野根(姓)

214 officially 1 [ə'fiʃəli] adv.正式地；官方地；作为公务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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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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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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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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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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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persuaded 1 英 [pə'sweɪd] 美 [pər'sweɪd] vt. 说服；劝说

222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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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225 positive 1 ['pɔzətiv, -zi-] adj.积极的；[数]正的，[医][化学]阳性的；确定的，肯定的；实际的，真实的；绝对的 n.正数；[摄]正片

226 presse 1 Die Presse (German-Neue Freie Presse)-Vienna's Press (德语)维也纳通信社

227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228 protective 1 [prəu'tektiv] adj.防护的；关切保护的；保护贸易的

229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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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push 1 vt.推动，增加；对…施加压力，逼迫；按；说服 vi.推进；增加；努力争取 n.推，决心；大规模攻势；矢志的追求

232 questioned 1 ['kwestʃən] n. 问题；疑问 v. 询问；怀疑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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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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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recognize 1 ['rekəgnaiz] vt.认出，识别；承认 vi.确认，承认；具结

236 reelection 1 [,ri:i'lekʃən] n.改选；再选

237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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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eported 1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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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republic 1 [ri'pʌblik] n.共和国；共和政体

242 resisted 1 [rɪ'zɪst] v. 抵制；抵抗；反抗；忍住 n. 防蚀涂层

243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人名；(英)朗宁

244 scandal 1 ['skændəl] n.丑闻；流言蜚语；诽谤；公愤

245 scandals 1 n.丑事( scandal的名词复数 ); 流言蜚语; 闲话; 诽谤

246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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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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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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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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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sharing 1 英 ['ʃeərɪŋ] 美 ['ʃerɪŋ] n. 共享；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.

253 shocks 1 [ʃɒks] n. 柴禾堆；避震系统 名词shock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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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56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57 specialist 1 ['speʃəlist] n.专家；专门医师 adj.专家的；专业的

258 sprea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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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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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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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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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2 subject 1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
263 successfully 1 [sək'sesfəli] adv.成功地；顺利地

264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265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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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surprised 1 [sə'praizd] adj.感到惊讶的，出人意料的 v.使惊奇（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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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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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272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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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74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75 treating 1 [triː tɪŋ] n. 处理 动词treat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276 truth 1 [tru:θ] n.真理；事实；诚实；实质

277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78 unafraid 1 [ˌʌnə'freɪd] adj. 不怕的；不畏惧的

279 unfortunate 1 [,ʌn'fɔ:tʃənət] adj.不幸的；令人遗憾的；不成功的

280 unfortunately 1 [ʌn'fɔ:tʃənətli] adv.不幸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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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unwillingness 1 [ʌn'wɪlɪŋnəs] n. 不愿意；不情愿

283 upset 1 vt.使心烦；颠覆；扰乱 vi.翻倒 adj.心烦的；混乱的；弄翻的 n.混乱；翻倒；颠覆

284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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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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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voice 1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288 vote 1 [vəut] n.投票，选举；选票；得票数 vt.提议，使投票；投票决定；公认 vi.选举，投票 n.(Vote)人名；(英、法)沃特

289 want 1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
290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291 wealthy 1 ['welθi] adj.富有的；充分的；丰裕的 n.富人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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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widely 1 ['waidli] adv.广泛地

294 widespread 1 ['waid'spred] adj.普遍的，广泛的；分布广的

295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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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willing 1 ['wiliŋ] adj.乐意的；自愿的；心甘情愿的 v.决心；用意志力驱使；将（财产等）遗赠某人（will的现在分词） n.(Willing)
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维林；(英)威林

297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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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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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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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人名；(英)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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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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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