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1-02 [Health and Lifestyle] WHO_ Tuberculosis Infecting
More People Worldwid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2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b 19 [,ti: 'bi] abbr.肺结核（tuberculosis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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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1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mor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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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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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who 9 pron.谁；什么人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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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 people 8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1 to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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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3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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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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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lso 6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6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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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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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patients 6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19 treatment 6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20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1 health 5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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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tha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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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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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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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diagnosis 4 [,daiəg'nəusis] n.诊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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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drug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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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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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resistant 4 [ri'zistənt] adj.抵抗的，反抗的；顽固的 n.抵抗者

31 tuberculosis 4 [tju:,bə:kju'ləusis] n.肺结核；结核病

32 world 4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3 added 3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34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5 before 3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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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ases 3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38 caused 3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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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costs 3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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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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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infectious 3 [in'fekʃəs] adj.传染的；传染性的；易传染的

43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44 perce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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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pers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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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progress 3 ['prəugres, 'prɔ-, prəu'gres] n.进步，发展；前进 vi.前进，进步；进行 n.(Progress)人名；(赞)普罗格雷斯

47 repor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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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rise 3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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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spencer 3 ['spensə] n.前桅，纵帆；针织短上衣 n.(Spencer)人名；(意)斯彭切尔；(英、葡、瑞典)斯潘塞

51 treatments 3 ['triː tmənts] n. 治疗；疗法（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）

52 Ukraine 3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53 Africa 2 ['æfrikə] n.非洲

54 air 2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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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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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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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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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enough 2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60 fear 2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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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increa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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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64 lungs 2 ['lʌŋz] n. 肺 lung的复数.

65 mill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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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mostly 2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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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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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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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quickly 2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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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Russell 2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73 shortage 2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
74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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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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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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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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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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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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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usually 2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83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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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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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84 worldwide 2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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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access 1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
87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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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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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adults 1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91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92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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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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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alarmingly 1 [ə'la:miŋli] adv.惊人地；让人担忧地

96 alliance 1 [ə'laiəns] n.联盟，联合；联姻

97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98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99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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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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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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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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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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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5 back 1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
后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106 bacteria 1 [bæk'tiəriə] n.[微]细菌

107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108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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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
111 Borders 1 n.鲍德斯（公司名，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）

112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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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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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c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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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catching 1 ['kætʃiŋ] adj.传染性的；有魅力的 v.抓住（catch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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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choices 1 ['tʃɔɪsɪs] n.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.

118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
119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120 conflicts 1 英 ['kɒnflɪkt] 美 ['kɑːnflɪkt] n. 冲突；战斗；矛盾；斗争 vi. 冲突；抵触；争执

121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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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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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coughs 1 英 [kɒf] 美 [kɔː f] v. 咳嗽；咳 n. 咳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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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cover 1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
127 curable 1 ['kju:rəbl] adj.可治愈的；可医治的；可矫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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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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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deadliest 1 ['dedli] adj. 致命的；如死一样的 adv. 非常地；如死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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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diagnosed 1 英 ['daɪəɡnəʊz] 美 [ˌdaɪəɡ'noʊs] v. 判断；诊断(疾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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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distancing 1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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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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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eastern 1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138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139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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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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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epidemics 1 [ˌepɪ'demɪks] n. 流行病 名词epidemic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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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145 even 1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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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examining 1 adj.审查的；考试的 v.检查；审讯；进行考试（examin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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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extent 1 [ik'stent] n.程度；范围；长度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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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52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53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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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156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57 forcing 1 ['fɔ:siŋ] adj.强迫的；强制的；施加压力的 n.强迫 v.强迫（force的变形）；强制

158 fuel 1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
159 gains 1 ['ɡeɪnz] n. 收益 名词gain的复数形式.

160 germs 1 [dʒɜ rːms] n. 细菌 名词germ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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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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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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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4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165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66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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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7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168 hannah 1 ['hænə] n.汉娜（女子名）

169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170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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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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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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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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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HIV 1 [,eitʃai'vi:] abbr.艾滋病病毒（humanimmunodeficiencyvirus）

174 identifying 1 n.识别，标识；标识关系 v.识别（identify的现在分词）

175 illness 1 ['ilnis] n.病；疾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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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inability 1 [,inə'biləti] n.无能力；无才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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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80 infecting 1 [ɪn'fekt] vt. 传染；感染

181 invaded 1 [ɪn'veɪd] v. 侵略；拥入；侵害；侵扰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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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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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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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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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187 lockdown 1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188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189 lowering 1 ['lauəriŋ] adj.使低劣的；昏暗的；减少体力的

190 made 1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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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medicines 1 ['medsnz] 药品

193 mel 1 [mel] n.蜂蜜 n.(Me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西、葡、塞、科特、斯里)梅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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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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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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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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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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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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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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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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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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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07 phrasal 1 ['freizl] adj.短语的；习惯用语的，成语的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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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210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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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price 1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
213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214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215 profit 1 ['prɔfit] n.利润；利益 vi.获利；有益 vt.有益于 n.(Profit)人名；(法)普罗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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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reaction 1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
217 receiving 1 [ri'si:viŋ] adj.接受的 n.接受 v.接收（receive的ing形式）

218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19 regarding 1 [ri'gɑ:diŋ, ri:-] prep.关于，至于

220 Russia 1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221 safer 1 ['seɪfər] adj. 更安全的 形容词safe的比较级.

222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223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24 scale 1 [skeil] n.规模；比例；鳞；刻度；天平；数值范围 vi.衡量；攀登；剥落；生水垢 vt.测量；攀登；刮鳞；依比例决定 n.
(Scale)人名；(意)斯卡莱

225 scaled 1 ['skeild] adj.有鳞的；（房屋）栉比鳞次的；已去了鳞的 v.刮去鳞片；生鳞片（sca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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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seeking 1 [siː 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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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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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1 shorter 1 ['ʃɔ:tə] adj.较短的；更短的；更矮的（short的比较级） n.(Shorter)人名；(英)肖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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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235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236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237 slowed 1 英 [sləʊ] 美 [sloʊ] adj. 慢的 adv. 慢慢地 v. 放慢；减速

238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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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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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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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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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state 1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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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245 sto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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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surrounding 1 [sə'raundiŋ] adj.周围的，附近的 n.环境，周围的事物

247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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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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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treated 1 [triː tɪd] v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 vbl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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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unknowingly 1 [ʌn'nəuiŋli] adv.不知不觉地

253 urgent 1 ['ə:dʒənt] adj.紧急的；急迫的

254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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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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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258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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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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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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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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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2 worsened 1 英 ['wɜːsn] 美 ['wɜ rːsn] v. (使)更坏；（使) 恶化

263 worst 1 [wə:st, 'wə:st] adj.最差的，最坏的；最不利的；效能最低的 n.最坏；最坏的时候 adv.最坏地；最不利地 n.(Worst)人名；
(英、德)沃斯特

264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65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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