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4-19 [Words and Their Stories] Learn the Cause of 'Cabin
Fever'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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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dj 6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3 adjectives 1 ['ædʒɪktɪvz] 形容词

4 again 5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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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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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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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9 and 1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0 anger 1 ['æŋgə] n.怒，愤怒；忿怒 vt.使发怒，激怒；恼火 vi.发怒；恼火 n.(Anger)人名；(罗)安杰尔；(法)安热；(德、捷、瑞典)
安格尔

11 angry 2 ['æŋgri] adj.生气的；愤怒的；狂暴的；（伤口等）发炎的

12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13 annoyed 1 [ə'nɔid] adj.恼怒的；烦闷的 v.使烦恼；打扰（annoy的过去分词）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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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part 1 [ə'pɑ:t] adv.相距；与众不同地；分离着 adj.分离的；与众不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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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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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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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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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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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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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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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8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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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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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32 beings 1 ['biː ɪŋz] n. 人；n

33 bored 2 [bɔ:d] adj.无聊的；无趣的；烦人的 v.使厌烦（bore的过去式）；烦扰

34 broke 2 [brəuk] adj.一文不名的，破产的 v.打破，断掉（break的过去式） n.(Broke)人名；(英)布罗克

35 brown 1 [braun] adj.棕色的，褐色的；太阳晒黑的 vi.变成褐色 n.褐色，棕色 vt.使变成褐色 n.(Brown)人名；(英、意、芬、捷、
德、法、西、葡)布朗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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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abin 9 ['kæbin] n.小屋；客舱；船舱 vt.把…关在小屋里 vi.住在小屋里 n.(Cabin)人名；(法)卡班



38 cabins 1 ['kæbɪn] n. 船舱；机舱；小木屋 vt. 抑制 vi. 住在小屋

39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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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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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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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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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hoice 1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46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47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48 closer 1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
49 cold 1 [kəuld] adj.寒冷的；冷淡的，不热情的；失去知觉的 n.寒冷；感冒 adv.完全地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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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ompanionship 2 [kəm'pænjənʃip] n.友谊；陪伴；交谊

52 condition 3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53 confined 2 [kən'faind] adj.狭窄的；幽禁的；有限制的；在分娩中的 v.限制（conf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4 congress 1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
55 continued 1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
56 cook 3 [kuk] vt.烹调，煮 vi.烹调，做菜 n.厨师，厨子 n.(Cook)人名；(英、印)库克

57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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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60 describe 1 [di'skraib] vt.描述，形容；描绘

61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62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63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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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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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documents 2 英 ['dɒkjumənt] 美 ['dɑːkjumənt] n. 文件；公文；文档 vt. 记载；(用文件等)证明

67 dog 1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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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9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70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71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72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73 English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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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75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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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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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existence 1 [ig'zistəns] n.存在，实在；生存，生活；存在物，实在物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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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81 feel 3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

82 feel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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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felt 1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84 fever 8 ['fi:və] n.发烧，发热；狂热 vt.使发烧；使狂热；使患热病 vi.发烧；狂热；患热病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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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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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forced 6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88 forcibly 1 ['fɔ:səbli] adv.用力地；强制地；有说服力地

89 fought 1 [fɔ:t] v.战斗（fight的过去分词）；打架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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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2 gained 1 [geɪnd] adj.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93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94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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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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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98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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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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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1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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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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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05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06 hearted 1 ['hɑ:tid] adj.呈…心情的；有…之心的；放在心上的 v.铭记；用心材支撑；结心（heart的过去分词）

107 her 7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108 herself 1 [hə:'self] pron.她自己（she的反身代词）；她亲自

109 historians 1 [hɪs'tɔː riənz] 历史学家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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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hospital 2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112 house 2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113 household 1 adj.家庭的；日常的；王室的 n.全家人，一家人；(包括佣工在内的)家庭，户 n.(Household)人名；(英)豪斯霍尔德

114 houses 1 ['hauziz] n.住宅；家园；洋房（house的复数）；房子的总称

115 howev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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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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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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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in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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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9 indoors 2 ['indɔ:z] adv.在室内，在户内

120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121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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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23 involves 1 英 [ɪn'vɒlv] 美 [ɪn'vɑːlv] vt. 包含；使忙于；牵涉；使卷入；使陷入

124 irritable 2 ['iritəbl] adj.过敏的；急躁的；易怒的

125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6 isolated 1 ['aisəleitid] adj.孤立的；分离的；单独的；[电]绝缘的 v.使孤立；使绝缘；脱离（isolate的过去分词）

127 isolating 2 ['aisəleitiŋ] adj.孤立的；绝缘的 v.使隔离；使绝缘（isolate的ing形式）

128 isolation 2 ['aisə'leiʃən] n.隔离；孤立；[电]绝缘；[化学]离析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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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join 1 [dʒɔin] vt.参加；结合；连接 vi.加入；参加；结合 n.结合；连接；接合点 n.(Join)人名；(法)茹安

131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132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克；(匈)洛克

133 language 1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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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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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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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liberty 1 ['libəti] n.自由；许可；冒失 n.(Liberty)人名；(英)利伯蒂

139 library 1 ['laibrəri] n.图书馆，藏书室；文库

140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41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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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litt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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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145 lived 1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
146 loc 2 abbr.通信线路（LinesofCommunication） 地方；代码行 (俚)疯狂的 n.(Loc)人名；(塞)洛茨；(越)禄

147 log 1 vi.伐木 vt.切；伐木；航行 n.记录；航行日志；原木

148 long 3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149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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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mallon 4 n. 马伦

152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53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154 Mary 12 ['mɛəri] n.玛丽（女子名）

155 matteo 2 n. 马泰奥

156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157 may 4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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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60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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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mo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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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62 movie 1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163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164 name 2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165 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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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nerves 2 [nɜːvs] n. 神经紧张 名词nerve的复数形式.

168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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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newspapers 1 [njuːz'peɪpəs] n. 报纸 名词newspaper的复数形式.

171 next 2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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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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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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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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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77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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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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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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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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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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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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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origin 1 ['ɔridʒin, 'ɔ:-] n.起源；原点；出身；开端

185 other 5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86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187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88 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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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灭；驱逐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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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patience 1 ['peiʃəns] n.耐性，耐心；忍耐，容忍

191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92 perio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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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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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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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5 Plains 1 [pleinz] n.平地，平原（plain的复数）

196 planet 1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
197 pres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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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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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prove 1 [pru:v] vt.证明；检验；显示 vi.证明是

201 quarantine 1 ['kwɔrənti:n] vt.检疫；隔离；使隔离 n.检疫；隔离；检疫期；封锁 vi.实行隔离

202 quic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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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03 ran 1 [ræn] v.跑（run的过去式） n.(Ran)人名；(俄、瑞典、塞)拉恩；(柬)兰

204 release 1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205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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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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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restaurants 1 餐馆

210 restless 2 ['restlis] adj.焦躁不安的；不安宁的；得不到满足的

211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212 Richmond 1 ['ritʃmənd] n.里士满（美国弗吉尼亚首府）

213 s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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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15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216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217 serious 2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218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219 sets 1 n.[数]集合，设置（set的复数） v.放置（set单三形式）

220 settlers 1 ['setləz] 移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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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sh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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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3 short 2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224 sided 1 ['saidid] adj.有…边的；有…面的；侧面的 v.支持；给…装上侧面；整理（sid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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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227 smallest 1 ['smɔː lɪst] adj. 最小的

228 someone 4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29 sometimes 2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30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231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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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sporting 1 ['spɔ:tiŋ] adj.运动的；冒险性的；公正的；喜好运动的 v.娱乐；玩弄（sport的ing形式）

234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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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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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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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stories 2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39 stor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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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stuck 4 [stʌk] v.刺（stick的过去式） adj.被卡住的；不能动的 n.(Stuck)人名；(德)施图克；(英)斯塔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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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suffered 1 ['sʌfəd] v. 遭受，允许，宽恕（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3 suggest 1 vt.提议，建议；启发；使人想起；显示；暗示

244 sympathy 1 ['simpəθi] n.同情；慰问；赞同



245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246 temper 1 ['tempə] n.脾气；（钢等）回火；性情；倾向 vt.使回火；锻炼；调和；使缓和 vi.回火；调和

247 tempered 2 ['tempəd] adj.缓和的，温和的；调节的；有…气质的 v.调和（temper的过去分词）

248 term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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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tested 1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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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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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the 2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53 theaters 1 n. 影剧院，剧院（theater复数）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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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256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257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58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59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260 thi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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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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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tim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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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to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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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5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266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67 traced 1 [treɪs] n. 痕迹；微量；踪迹 v. 追踪；描绘；找出根源

268 trapped 2 [træpt] adj. 陷入困境的；受到限制的 动词tra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69 truly 1 ['tru:li] adv.真实地，不假；真诚地 n.(Truly)人名；(英)特鲁利

270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
271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72 typhoid 8 ['taifɔid] adj.伤寒的；斑疹伤寒症的 n.伤寒

273 typhus 3 ['taifəs] n.[内科]斑疹伤寒症

274 unable 2 [ʌn'eibl] adj.不会的，不能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；不能胜任的

275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276 unhappy 1 [,ʌn'hæpi] adj.不快乐的；不幸福的；不适当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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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279 upon 1 [ə'pɔn] prep.根据；接近；在…之上

280 us 4 pron.我们

281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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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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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84 ve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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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VOA 2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286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87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88 w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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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89 w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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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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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weary 1 ['wiəri] adj.疲倦的；厌烦的；令人厌烦的 vi.疲倦；厌烦 vt.使疲倦；使厌烦

292 weather 1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293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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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295 windy 1 ['windi] adj.多风的，有风的；腹胀的；吹牛的

296 winters 1 n.温特斯（加利福尼亚州城市）；温特斯（美国警察剧系列）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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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299 word 1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
300 word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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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1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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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2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03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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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