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0-26 [Health and Lifestyle] US Children's Hospitals Report
Surge in RSV Infection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2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RSV 19 abbr.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；修订标准版

3 in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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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and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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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or 1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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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of 1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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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can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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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1 babies 6 ['beɪbi] n. 婴儿；宝贝儿；孩子气的人 adj. 婴儿的；小型的 vt. 溺爱

12 children 6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13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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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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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infections 5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8 surge 5 n.汹涌；大浪，波涛；汹涌澎湃；巨涌 v.汹涌；起大浪，蜂拥而来

19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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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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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disease 4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22 immune 4 [i'mju:n] adj.免疫的；免于……的，免除的 n.免疫者；免除者

23 mo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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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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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tha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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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virus 4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27 breathing 3 ['bri:ðiŋ] n.呼吸；瞬间；微风 adj.呼吸的；逼真的 v.呼吸（breathe的现在分词）

28 doctors 3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29 experts 3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30 fac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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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hospital 3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32 hospitals 3 ['hɒspɪtlz] 医院

33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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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medicine 3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35 mo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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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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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伯)赛义德

37 serious 3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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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system 3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9 systems 3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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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your 3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42 adults 2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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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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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5 based 2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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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building 2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48 cases 2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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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auses 2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51 comm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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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device 2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53 diseases 2 [dɪ'ziː zɪz] 病害

54 dr 2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55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56 f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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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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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Greater 2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
59 inhaler 2 [in'heilə] n.[临床]吸入器；空气过滤器；吸入者

60 led 2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61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62 medical 2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63 move 2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64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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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Older 2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66 pandemic 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67 patients 2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68 reporti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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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69 require 2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70 restrictions 2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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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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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steroid 2 ['sterɔid, 'stiə-] n.类固醇；[有化]甾族化合物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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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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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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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79 under 2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80 usually 2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81 ventilator 2 n.通风设备；换气扇；【医】呼吸机

82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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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weakened 2 ['wiː kən] v. 使 ... 弱，削弱； 变弱； 弄淡

84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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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86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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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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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91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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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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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95 antibody 1 ['ænti,bɔdi] n.[免疫]抗体

96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97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98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99 assistance 1 [ə'sistəns] n.援助，帮助；辅助设备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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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1 autumn 1 ['ɔ:təm] n.秋天；成熟期；渐衰期，凋落期 adj.秋天的，秋季的 n.(Autumn)人名；(英)奥特姆

102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03 breathe 1 [bri:ð] vi.呼吸；低语；松口气；（风）轻拂 vt.呼吸；使喘息；流露；低声说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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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
106 candidates 1 ['kændɪdeɪts] n. 申请求职者；候选人；投考者 名词candidate的复数形式.

107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108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109 CDC 1 abbr. 疾病控制中心(=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)

110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111 chances 1 英 [tʃɑːns] 美 [tʃæns] n. 可能性；机会；偶然性 v. 偶然发生；碰巧；冒 ... (的险)

112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113 concerning 1 [kən'sə:niŋ] prep.关于；就…而言 v.涉及；使关心（concern的ing形式）；忧虑

114 Connecticut 1 n.美国康涅狄格州（位于美国东北部）

115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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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cough 1 [kɔ:f] n.咳嗽，咳嗽声；咳嗽病 vt.咳出 vi.咳嗽 n.(Cough)人名；(英)考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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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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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cure 1 [kjuə] vt.治疗；治愈；使硫化；加工处理 vi.治病；痊愈；受治疗；被硫化；被加工处理 n.治疗；治愈；[临床]疗法 n.
(Cure)人名；(罗)库雷；(法)屈尔；(英)丘尔；(塞)楚雷

122 curren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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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dan 1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124 day 1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125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126 demand 1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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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direction 1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
129 dropped 1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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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ease 1 [i:z] vt.减轻，缓和；使安心 n.轻松，舒适；安逸，悠闲 vi.减轻，缓和；放松；灵活地移动

131 easing 1 ['i:ziŋ] n.吃势；容位；松型 v.释放（ease的现在分词）

132 eating 1 ['i:tiŋ] adj.侵蚀的；可生食的；进餐用的 n.吃；食物 v.吃（ea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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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Elizabeth 1 [i'lizəbəθ] n.伊丽莎白（女子名）

135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136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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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enter 1 ['entə] vt.进入；开始；参加 vi.参加，登场；进去 n.[计]输入；回车 n.(Enter)人名；(英)恩特

139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40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41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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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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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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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flu 1 [flu:] n.流感 n.(Flu)人名；(法)弗吕

146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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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fresh 1 [freʃ] adj.新鲜的；清新的；淡水的；无经验的 n.开始；新生；泛滥 adv.刚刚，才；最新地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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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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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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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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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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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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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home 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157 hospitalization 1 [,hɔspitəlai'zeiʃən, -li'zei-] n.住院治疗；医院收容；住院保险（等于hospitalizationinsurance）

158 identified 1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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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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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infect 1 [in'fekt] vt.感染，传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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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infection 1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
164 inhaling 1 [ɪn'heɪlɪŋ] n. 吸气 动词inhal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65 injection 1 [in'dʒekʃən] n.注射；注射剂；充血；射入轨道

166 interfere 1 [,intə'fiə] vi.干涉；妨碍；打扰 vt.冲突；介入

167 Juan 1 [hwɑ:n] n.胡安（男子名）

168 kills 1 [kɪl] v. 杀死；终止；消灭；使痛苦；消磨；使精疲力竭 n. 杀；猎获物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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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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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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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lets 1 abbr.地方交易系统（LocalExchangeTradingSystem）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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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lockdown 1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75 lung 1 [lʌŋ] n.肺；呼吸器 n.(Lung)人名；(越)珑；(罗、塞、匈、瑞典、德)伦格

176 mack 1 [mæk] abbr.军事空运司令部（MillitaryAirliftCommand） n.老弟；老兄（常用作呼唤语）；橡胶雨衣 n.(Mack)人名；(德、
意、法)马克；(英)麦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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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mask 1 [mɑ:sk, mæsk] n.面具；口罩；掩饰 vi.掩饰；戴面具；化装 vt.掩饰；戴面具；使模糊

179 masking 1 ['mɑ:skiŋ] n.掩蔽；隐蔽 v.戴面具；掩饰；化装（mask的ing形式）

180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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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minor 1 adj.未成年的；次要的；较小的；小调的；二流的 n.未成年人；小调；辅修科目 vi.辅修 n.(Minor)人名；(英)迈纳；
(德、法、波、俄)米诺尔

183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84 muc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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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186 nose 1 [nəuz] n.鼻子；嗅觉；突出的部分；探问 vt.嗅；用鼻子触 vi.小心探索着前进；探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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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note 1 [nəut] n.笔记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纸币；便笺；照会；调子 vt.注意；记录；注解 n.(Note)人名；(英)诺特

189 novak 1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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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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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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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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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outbreaks 1 暴发

195 over 1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196 oxygen 1 ['ɔksidʒən] n.[化学]氧气，[化学]氧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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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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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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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patient 1 adj.有耐心的，能容忍的 n.病人；患者 n.(Patient)人名；(法)帕蒂安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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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possibility 1 [,pɔsə'biləti] n.可能性；可能发生的事物

205 prepared 1 adj.准备好的 v.准备（prepare的过去分词）

206 preparing 1 [prɪ'peərɪŋ] adj. 准备的；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.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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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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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211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12 protects 1 [prə'tekt] v. 保护；投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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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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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16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217 re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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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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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repurpose 1 [,ri:'pə:pəus] vt.改换意图；重新目的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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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221 rooms 1 [ruːm] n. 房间；空间；机会 v. 寄宿；给…提供留宿

222 runny 1 ['rʌni] adj.流鼻涕的；水分过多的

223 Salazar 1 n.(Salazar)人名；(意、英、葡)萨拉查；(西)萨拉萨尔

224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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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season 1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227 seasons 1 ['siː znz] n. 季节 名词season的复数形式.

228 sharply 1 ['ʃa:pli]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

229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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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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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shutdowns 1 n.关闭，倒闭( shutdown的名词复数 )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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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sickness 1 ['siknis] n.疾病；呕吐；弊病

234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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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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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spaces 1 n. 空格；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.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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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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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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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struggle 1 ['strʌgl] vi.奋斗，努力；挣扎 n.努力，奋斗；竞争 vt.使劲移动；尽力使得

242 substance 1 ['sʌbstəns] n.物质；实质；资产；主旨

243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44 suddenly 1 ['sʌdnli] adv.突然地；忽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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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247 syncytial 1 英 [sɪn'sɪʃɪəm] 美 [sɪn'sɪʃiː əm] n. 多核体；含胞体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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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9 tests 1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250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51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52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253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254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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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throu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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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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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tube 1 [tju:b, tu:b] n.管；电子管；隧道；电视机 vt.使成管状；把…装管；用管输送 vi.乘地铁；不及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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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61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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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us 1 pron.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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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3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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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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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viruses 1 ['vaɪərəsɪz] n. 病毒 名词virus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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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wash 1 [wɔʃ, wɔ:ʃ] n.洗涤；洗的衣服；化妆水；冲积物 vt.洗涤；洗刷；冲走；拍打 vi.洗澡；被冲蚀 n.(Wash)人名；(英)沃什；
(尼日利)瓦什

269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70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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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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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winter 1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
温特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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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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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worrying 1 ['wʌriiŋ, -'wə:-] adj.令人担心的；烦恼的 v.担心（worry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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