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3-14 [Health and Lifestyle] Experts_ Medical Tourism Has
Several Risk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5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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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edical 24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4 of 2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for 2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6 and 1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7 in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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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 car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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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or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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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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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tourism 13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
12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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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from 10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5 health 9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6 Mexico 7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17 patients 7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18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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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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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cosmetic 6 [kɔz'metik] adj.美容的；化妆用的 n.化妆品；装饰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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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surgery 6 ['sə:dʒəri] n.外科；外科手术；手术室；诊疗室

23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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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 CDC 5 abbr. 疾病控制中心(=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)

25 countries 5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26 get 5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7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8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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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could 4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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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32 risks 4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
33 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4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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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them 4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36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7 travel 4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38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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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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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42 association 3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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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between 3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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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enters 3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47 comment 3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48 cost 3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49 costly 3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
50 costs 3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51 covered 3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52 doct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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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each 3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54 four 3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55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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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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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healthcare 3 ['helθkeə] 保健

58 insurance 3 [in'ʃuərəns] n.保险；保险费；保险契约；赔偿金

59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60 policy 3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61 procedure 3 [prə'si:dʒə] n.程序，手续；步骤

62 provider 3 [prəu'vaidə] n.供应者；养家者

63 quality 3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64 Singapore 3 [,siŋgə'pɔ:] n.新加坡

65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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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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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treatment 3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68 trip 3 [trip] vi.绊倒；远足；犯错误；轻快地走 n.旅行；绊倒；差错 vt.绊倒；使犯错 n.(Trip)人名；(荷)特里普

69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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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71 additional 2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72 advises 2 [əd'vaɪz] vt. 劝告；通知；忠告；建议 vi. 提建议

73 agency 2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74 americans 2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75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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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st 2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78 cancer 2 ['kænsə] n.癌症；恶性肿瘤

79 Carolina 2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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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companies 2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82 control 2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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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disease 2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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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dollars 2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86 English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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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experts 2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88 follow 2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89 Gan 2 [gæn] v.开始；着手（gin的过去式） n.(Gan)人名；(俄、西、德、罗)加恩

90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91 growing 2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92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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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94 hip 2 [hip] n.臀部；蔷薇果；忧郁 adj.熟悉内情的；非常时尚的 n.(Hip)人名；(塞)希普；(中)协(广东话·威妥玛)

95 h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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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include 2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97 kind 2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98 knee 2 [ni:] n.膝盖，膝 vt.用膝盖碰 n.(Knee)人名；(英)尼

99 language 2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100 Latino 2 [lə'ti:nəu] adj.拉丁美洲的；拉丁美洲人的 n.拉丁美洲人 n.(Latino)人名；(意、葡)拉蒂诺

101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02 l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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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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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lower 2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105 Lydia 2 ['lidiə] n.吕底亚（小亚细亚西部的富裕古国）；莉蒂亚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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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medicines 2 ['medsnz] 药品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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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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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north 2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111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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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operation 2 [,ɔpə'reiʃən] n.操作；经营；[外科]手术；[数][计]运算

114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15 practice 2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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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prevention 2 [pri'venʃən, pri:-] n.预防；阻止；妨碍

118 problems 2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119 procedures 2 [prə'si:dʒəz] 操作

120 providers 2 [prə'vaɪdəz] 供方

121 publication 2 [,pʌbli'keiʃən] n.出版；出版物；发表

122 receive 2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123 received 2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124 records 2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125 remote 2 [ri'məut] adj.遥远的；偏僻的；疏远的 n.远程

126 research 2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127 send 2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128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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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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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131 sometimes 2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132 Spain 2 [spein] n.西班牙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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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thousands 2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135 trade 2 [treid] n.贸易，交易；行业；职业 vi.交易，买卖；以物易物 vt.用…进行交换

136 treatments 2 ['triː tmənts] n. 治疗；疗法（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）

137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38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139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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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141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42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143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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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Abu 1 abbr.亚洲广播联盟（AsianBroadcastUnion） n.(Abu)人名；(葡、哈萨、塔吉、吉尔、乌兹、阿塞、土库)阿布

145 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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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148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149 aimed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150 airport 1 ['εəpɔ:t] n.机场；航空站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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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53 angeles 1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154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155 appearance 1 [ə'piərəns] n.外貌，外观；出现，露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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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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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Arturo 1 n. 阿图罗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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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162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163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164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65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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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besides 1 [bi'saidz] adv.此外；而且 prep.除…之外

168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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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bone 1 [英[bəʊn] 美[bon]] n.骨；骨骼 vt.剔去...的骨；施骨肥于 vi.苦学；专心致志 n.(Bone)人名；(英)博恩；(法、西、罗、塞)博
内；(老)奔

171 border 1 ['bɔ:də] n.边境；边界；国界 vt.接近；与…接壤；在…上镶边 vi.接界；近似 n.(Border)人名；(英)博德

172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173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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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175 bustamante 1 布斯塔曼特 n.(Bustamante)人名；(英)巴斯塔曼特；(西)布斯塔曼特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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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buy 1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178 buying 1 n.买进 v.购买；获得；收买（buy的ing形式）

179 bypass 1 ['baipɑ:s,-pæs] vt.绕开；忽视；设旁路；迂回 n.旁路；[公路]支路

180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181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182 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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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
185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86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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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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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190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191 considering 1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
192 copies 1 ['kɒpɪz] n. [计算机] 复制份数 名词copy的复数形式.

193 costa 1 ['kɔstə] n.[解剖]肋骨；叶脉；[昆]前缘脉 n.(Costa)人名；(希、印尼、西、芬、罗、葡、加纳、德、意、英、法)科斯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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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criminal 1 ['kriminəl] n.罪犯 adj.刑事的；犯罪的；罪恶的

196 cross 1 n.交叉，十字；十字架，十字形物 vi.交叉；杂交；横过 vt.杂交；渡过；使相交 adj.交叉的，相反的；乖戾的；生气的

197 culture 1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198 defined 1 [dɪ'faɪnd] adj. 有定义的；明确的，确定的，清晰的；轮廓分明的 v. 规定；限定；定义；解释（动词define的过去式和
过去分词）

199 dental 1 ['dentəl] adj.牙科的；牙齿的，牙的 n.齿音

200 depending 1 [dɪ'pendɪŋ] n. 依赖；信任；决定于 动词depend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01 details 1 n.细节（detail的复数）；详细资料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三单形式）

202 difficulties 1 ['dɪfɪkəlti] n. 困难；争议；麻烦

203 diseases 1 [dɪ'ziː zɪz] 病害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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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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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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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Dubai 1 [英 [ˈdju:bai] 美 [duˈbaɪ]] n.迪拜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酋长国之一）；迪拜港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港市）

209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210 economist 1 [i'kɔnəmist] n.经济学者；节俭的人

211 end 1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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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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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exchange 1 [iks'tʃeindʒ] n.交换；交流；交易所；兑换 vt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 vi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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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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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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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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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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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9 foreign 1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220 formed 1 [fɔ:md] adj.成形的，成形 v.成形加工（form过去时形式）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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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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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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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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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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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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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hotel 1 [həu'tel] n.旅馆，饭店；客栈 vt.使…在饭店下榻 vi.进行旅馆式办公 n.(Hotel)人名；(法)奥泰尔

230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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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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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immigrants 1 ['ɪmɪɡrənts] n. 移民；他国移入的动植物 名词immigrant的复数形式.

234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
235 improving 1 [ɪm'pruːvɪŋ] n. 改良；改进 动词impr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36 India 1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237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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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inform 1 [in'fɔ:m] vt.通知；告诉；报告 vi.告发；告密

240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241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242 insurers 1 [ɪn'ʃuərəz] 保险人

243 Israel 1 ['izreiəl] n.以色列（亚洲国家）；犹太人，以色列人

244 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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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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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japan 1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247 joint 1 [dʒɔint] n.关节；接缝；接合处，接合点；（牛，羊等的腿）大块肉 adj.共同的；连接的；联合的，合办的 vt.连接，贴
合；接合；使有接头 vi.贴合；生节 n.(Joint)人名；(法)茹安

248 Jonathan 1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249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250 kidnapping 1 ['kidnæpiŋ] n.绑架；诱拐 v.绑架（kidnap的ing形式）；诱拐

251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252 largely 1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
253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254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255 leg 1 [leg] n.腿；支柱

256 legs 1 ['leɡz] n.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.

257 lift 1 [lift] vt.举起；提升；鼓舞；空运；抄袭 vi.消散；升起；耸立 n.电梯；举起；起重机；搭车

258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259 Los 1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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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)洛斯

260 magazine 1 n.杂志；弹药库；胶卷盒

261 mainly 1 ['meinli] adv.主要地，大体上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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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264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265 Matamoros 1 [,mɑ:tɑ:'mɔ:rɔ:s] n.马塔莫罗斯（墨西哥港市）

266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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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269 Mexican 1 ['meksikən] adj.墨西哥的；墨西哥人的 n.墨西哥人；墨西哥语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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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272 murphy 1 ['mə:fi] n.马铃薯，土豆 n.(Murphy)人名；(英、葡、瑞典)墨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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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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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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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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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note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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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8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279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280 outside 1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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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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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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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284 payments 1 ['peɪmənts] 支付

285 pays 1 n.（法）国家；[劳经]报酬（pay的复数） v.支付（pay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ays)人名；(法)佩伊

286 pelvic 1 ['pelvik] adj.骨盆的

287 Pembroke 1 ['pembruk] n.彭布罗克（英国一座城市）

288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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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pers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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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pick 1 [pik] vi.挑选；采摘；挖 vt.拾取；精选；采摘；掘 n.选择；鹤嘴锄；挖；掩护 n.(Pi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捷、匈、瑞
典)皮克

291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92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293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294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295 popularity 1 [,pɔpju'lærəti] n.普及，流行；名气；受大众欢迎

296 prescription 1 [pris'kripʃən] n.药方；指示；惯例 adj.凭处方方可购买的

297 prices 1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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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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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quick 1 [kwik] n.核心；伤口的嫩肉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，敏捷的；灵敏的 adv.迅速地，快 n.(Qui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芬)奎
克

301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302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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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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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regularly 1 ['regjələli] adv.定期地；有规律地；整齐地；匀称地

306 replacements 1 [rɪp'leɪsmənts] n. 补充

307 replies 1 [rɪ'plaɪ] v. 回答；答复；回应 n. 回答；答复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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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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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311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312 return 1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313 returning 1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
314 rica 1 ['riː kə] (=reverse immune cytoadhesion) 反向免疫细胞粘着,(=right internal carotid artery) 右颈内动脉

315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316 risky 1 ['riski] adj.危险的；冒险的；（作品等）有伤风化的

317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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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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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see 1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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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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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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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24 shootout 1 ['ʃʊtɚʊt] n. 枪战；〈俚〉纠纷；〈体育〉点球决胜负 =shoot-out.

325 simple 1 ['simpl] adj.简单的；单纯的；天真的 n.笨蛋；愚蠢的行为；出身低微者 n.(Simple)人名；(法)桑普勒

326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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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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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speaks 1 [spiː k] v. 讲；说话；演说；发言

330 spent 1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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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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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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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335 surgeries 1 英 ['sɜːdʒəri] 美 ['sɜ rːdʒəri] n. 外科手术；外科；诊所；手术室

336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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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teeth 1 [ti:θ] n.牙齿

339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40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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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42 tom 1 n.雄性动物（尤指雄猫）；汤姆（人名） v.〈美口〉(像汤姆叔一样)逆来顺受

343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44 to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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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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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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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6 traveling 1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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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upper 1 ['ʌpə] adj.上面的，上部的；较高的 n.(Upper)人名；(英)厄珀

349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350 visiting 1 ['vizitiŋ] n.拜访，访问；参观 adj.参观的；游览的 v.参观（visit的现在分词）；拜访

351 visitors 1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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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waist 1 [weist] n.腰，腰部

354 warns 1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355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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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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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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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9 work 1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360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361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62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63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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