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8-31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Remains from Mass Grave in
Japan Suggest Epidemic in 1800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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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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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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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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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9 ancestors 1 ['ænsestəz] n. 祖先；前辈 名词ances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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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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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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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rcheologist 1 英 [,ɑːkɪ'ɒlədʒɪst] 美 [ˌɑːrki̍ ɑːlədʒɪst] n. 考古学家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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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rea 3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17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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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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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 association 2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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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 ba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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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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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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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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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28 bodies 1 英 ['bɒdi] 美 ['bɑːdi] n. 身体；主体；正文；主要部分；尸体；躯体；团体 v. 赋…以形体

29 bon 1 [bɔ:n] adj.（法）好的

30 box 1 [bɔks] n.箱，盒子；包厢；一拳 vi.拳击 vt.拳击；装…入盒中；打耳光 n.(Box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博克斯

31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32 Buddhist 2 ['budist] n.佛教徒 adj.佛教的

33 burial 5 ['beriəl] n.埋葬；葬礼；弃绝 adj.埋葬的

34 buried 4 ['berid] adj.埋葬的；埋藏的 v.埋葬（bu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5 bury 1 ['beri] vt.埋葬；隐藏 n.(Bury)人名；(法)比里；(英、西)伯里；(德、意、罗、波、捷、匈)布里；(俄)布雷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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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astle 1 ['kɑ:sl, 'kæ-] n.城堡；象棋中的车 vt.置…于城堡中；筑城堡防御 n.(Castle)人名；(英)卡斯尔

38 cats 1 [kæts] abbr.高级电视研究中心（CentreforAdvancedTelevisionStudies）；计算机自动测试系统
（ComputerAutomatedTestSystem）；通信和跟踪系统（CommunicationsandTrackingSystem）；综合分析试验系统



（ComprehensiveAnalyticalTestSystem） n.(Cats)人名；(荷)卡茨

39 cemeteries 2 英 ['semətri] 美 ['seməteri] n. 墓地

40 cemetery 1 ['semitəri] n.墓地；公墓

41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42 child 1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43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44 city 5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45 coffin 1 ['kɔfin] n.棺材 断送

46 coffins 1 英 ['kɒfɪn] 美 ['kɔːfɪn] n. 棺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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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ontaining 1 [kən'teɪnɪŋ] n. 包含；包括 v. 容纳；包含；抑制；克制（动词contain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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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ultural 2 ['kʌltʃərəl] adj.文化的；教养的

51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52 dead 3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
53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54 details 2 n.细节（detail的复数）；详细资料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三单形式）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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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died 2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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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discovered 2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
59 discovery 2 [dis'kʌvəri] n.发现，发觉；被发现的事物

60 disease 3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61 doll 1 [dɔl] n.洋娃娃；玩偶；无头脑的美丽女人 vt.把…打扮得花枝招展 n.(Doll)人名；(英)多尔(女子教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
称)；(西)多利

62 dolls 1 多利斯

63 dug 2 [dʌg] v.挖，翻土（di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雌性哺乳动物的乳房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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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66 earlier 2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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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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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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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epidemic 6 [,epi'demik] adj.流行的；传染性的 n.传染病；流行病；风尚等的流行

71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72 examine 1 [ig'zæmin] vt.检查；调查；检测；考试 vi.检查；调查

73 experts 3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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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76 farming 1 ['fɑ:miŋ] n.农业，耕作 v.耕种；出租（farm的ing形式）

77 feet 1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
78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79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80 findings 2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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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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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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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86 George 1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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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grave 3 [greiv] adj.重大的；严肃的；黯淡的 n.墓穴，坟墓；死亡 vt.雕刻；铭记 n.(Grave)人名；(英)格雷夫；(德、瑞典)格拉弗；
(法)格拉夫；(俄、葡)格拉韦

89 Graves 1 [grɑ:v] n.（法国）格拉夫葡萄酒

90 ground 2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91 grounds 1 [ɡ'raʊndz] n. 木砖 名词ground的复数形式.

92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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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hav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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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96 hirata 5 n. 平田(在日本；东经 132º45' 北纬 35º25')

97 historical 2 [his'tɔrikəl] adj.历史的；史学的；基于史实的

98 holes 1 英 [həʊlz] 美 [hoʊlz] n. 洞；孔 名词hole的复数形式.

99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100 horses 1 ['hɔː sɪz] n. 马（名词horse的复数形式） v. 骑马；捉弄（动词hors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01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102 in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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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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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individuals 2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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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6 is 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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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japan 3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109 jewelry 1 ['dʒu:əlri] n.珠宝；珠宝类

110 large 1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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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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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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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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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116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17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118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119 many 5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20 mass 2 n.块，团；群众，民众；大量，众多；质量 adj.群众的，民众的；大规模的，集中的 vi.聚集起来，聚集 vt.使集合

121 mid 1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


122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23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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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near 2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125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26 nex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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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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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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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objects 1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
130 of 2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31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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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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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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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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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ordinary 2 ['ɔ:dinəri, -neri-] adj.普通的；平凡的；平常的 n.普通；平常的人（或事）

137 Osaka 6 [əu'sɑ:kə; 'ɔ:sɑ:kɑ:] n.大阪（日本本州岛西南岸港市）

138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39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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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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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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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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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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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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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piglets 1 n. 小猪 名词piglet的复数形式.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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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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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populated 1 ['pɒpjʊleɪtɪd] adj. 人口稠密的 动词popul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0 possibly 1 ['pɔsəbli] adv.可能地；也许；大概

151 pray 1 [prei] vt.祈祷；恳求；央求 vi.祈祷；请；恳求 n.(Pray)人名；(匈)普劳伊；(英)普雷

152 prepare 1 [pri'pεə] vt.准备；使适合；装备；起草 vi.预备；做好思想准备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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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project 2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155 properties 2 [p'rɒpətɪz] n. 道具；属性；性能；资产；地产 property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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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redevelopment 1 [,ri:di'veləpmənt] n.再开发；重点恢复

158 remains 9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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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rep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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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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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t] 美 [rɪ'pɔːrt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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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63 researchers 3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164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65 round 1 [raund] n.圆；循环；一回合；圆形物 adj.圆的；完全的；大概的；肥胖的 adv.在周围；迂回地；朝反方向；挨个 vt.完
成；围捕；绕行；弄圆 vi.进展；变圆；环行；发胖 prep.附近；绕过；大约；在…周围 n.(Round)人名；(英)朗德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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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sa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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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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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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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172 seven 2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173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174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175 signs 1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176 similar 2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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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sits 1 [sɪt] v. 坐；栖息；使就座 n. 坐；栖息

179 skeleton 1 ['skelitən] n.骨架，骨骼；纲要；骨瘦如柴的人 adj.骨骼的；骨瘦如柴的；概略的

180 sma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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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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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183 station 1 n.车站；驻地；地位；身份 vt.配置；安置；驻扎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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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186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187 suggest 1 vt.提议，建议；启发；使人想起；显示；暗示

188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89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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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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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syphilis 1 ['sifəlis] n.[性病]梅毒

193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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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t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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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the 3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196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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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198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199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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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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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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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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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5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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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toy 1 [tɔi] n.玩具；小装饰品；不值钱的东西 vi.玩弄；调情；随随便便地对待 adj.作为玩具的；玩物似的 n.(Toy)人名；(英、土)
托伊；(法)图瓦

208 tradition 1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
209 traditions 1 [trə'dɪʃnz] 传统

210 train 1 [trein] n.火车；行列；长队；裙裾 v.培养；训练；瞄准 n.(Train)人名；(英)特雷恩；(法)特兰；(意)特拉因

211 umeda 1 梅田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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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unearthed 2 [ʌn'əθɪd] adj. 掘出的；未接地的 动词uneart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14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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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us 1 pron.我们

217 used 4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18 victims 2 ['vɪktɪmz] n. 受害者 名词victim的复数形式.

219 visi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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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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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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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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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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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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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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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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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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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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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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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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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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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6 workers 2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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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39 yoji 1 与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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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