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0-13 [As It Is] Sick and Chained_ Africans With Mental
Health Condition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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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cused 1 [ə'kju:zd] n.被告 adj.被控告的 v.指责；控告（accuse的过去式）

4 activist 1 ['æktivist] n.积极分子；激进主义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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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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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8 African 2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9 africans 1 n. 非洲人（African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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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id 1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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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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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nita 1 [ə'ni:tə] n.安尼塔（女子名）

15 apparently 1 [ə'pærəntli] adv.显然地；似乎，表面上

16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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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18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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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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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 bans 1 n.禁令（ban的复数）；结婚预告（等于banns） n.（Bans）人名；（西）班斯；（法）邦斯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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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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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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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being 5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26 benjamin 1 ['bendʒəmin] n.本杰明（男子名）；受宠爱的幼子

27 brother 1 ['brʌðə] n.兄弟；同事；战友 int.我的老兄！ n.(Brother)人名；(英)布拉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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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ge 2 [keidʒ] n.笼，兽笼；牢房，监狱 vt.把…关进笼子；把…囚禁起来 n.(Cage)人名；(法)卡热；(英)凯奇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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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c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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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33 Caty 1 卡蒂

34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35 cent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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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chain 2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
37 chained 6 [tʃeɪnd] adj. 链接的；受束缚的 动词ch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8 chains 1 [tʃeɪnz] n. 枷锁；镣铐 名词chain的复数形式.

39 chairman 1 ['tʃεəmən] n.主席，会长；董事长

40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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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lothing 1 ['kləuðiŋ] n.（总称）[服装]服装；帆装 v.覆盖（clothe的ing形式）；给…穿衣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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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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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45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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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48 conditions 2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49 countr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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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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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depression 2 n.沮丧；忧愁；抑郁症；洼地；不景气；低气压区

53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4 detain 1 [di'tein] vt.拘留；留住；耽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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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dirty 1 ['də:ti] adj.下流的，卑鄙的；肮脏的；恶劣的；暗淡的 vt.弄脏 vi.变脏

57 disabilities 1 [ˌdɪsə'bɪləti] n. 无力；无能；残疾；不利条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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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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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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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enclosure 1 [in'kləuʒə] n.附件；围墙；围场

63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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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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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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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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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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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extreme 2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
70 extremely 2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71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72 failing 1 ['feiliŋ] n.失败；缺点，过失；弱点 prep.如果没有… adj.失败的 v.失败；不及格（fail的ing形式） n.(Failing)人名；(英)费
林

73 faith 2 [feiθ] n.信仰；信念；信任；忠实 n.(Faith)人名；(匈)福伊特；(英)费思，费丝(女名)；(瑞典)法伊特

74 families 2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75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76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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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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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food 4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80 for 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1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82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83 freed 1 [f'riː d] adj. 释放的 动词fre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84 freedom 1 ['fri:dəm] n.自由，自主；直率 n.(Freedom)人名；(英)弗里德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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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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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87 gave 2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88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89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90 governments 2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91 grandmother 1 ['grænd,mʌðə] n.祖母；女祖先 vt.当…的祖母 vi.当祖母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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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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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h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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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healing 2 ['hi:liŋ] adj.能治愈的 n.康复 v.治疗（heal的现在分词）

96 health 10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97 heavy 1 adj.沉重的；繁重的，巨大的；拥挤的；阴沉的 n.重物；严肃角色 adv.大量地；笨重地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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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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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0 him 2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01 his 4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02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103 horrific 1 [hɔ'rifik] adj.可怕的；令人毛骨悚然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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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human 4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06 illness 1 ['ilnis] n.病；疾病

107 i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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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8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9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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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Kenya 2 ['kenjə; 'ki:njə] n.肯尼亚（东非国家）

111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12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113 Kriti 1 ['kri:ti:] n.克里特岛（等于Crete，希腊最大岛屿）

114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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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leaves 1 [li:vz] n.树叶；花瓣（leaf的复数） v.离开（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17 Liberia 4 [lai'bi:riə] n.利比里亚（西非国家）

118 liberians 1 利比里亚人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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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121 link 1 [liŋk] n.[计]链环，环节；联系，关系 vt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，结合 vi.连接起来；联系在一起；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.
(Li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塞、捷、匈、瑞典)林克

122 links 1 ['liŋks] n.[计]链接（link的复数）；沙地；沙丘

123 list 1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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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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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locked 1 [lɒkɪd] adj. 锁定的 动词lo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27 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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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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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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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man 2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131 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32 me 3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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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135 mental 10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136 mentally 1 ['mentəli] adv.精神上，智力上；心理上

137 met 1 [met] v.遇见（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et)人名；(瑞典)梅特

138 metal 2 ['metəl] n.金属；合金 vt.以金属覆盖 adj.金属制的 n.(Metal)人名；(捷)梅塔尔；(瑞典)梅塔尔

139 methods 1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140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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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moderate 1 ['mɔdərət, 'mɔdəreit] adj.稳健的，温和的；适度的，中等的；有节制的 vi.变缓和，变弱 vt.节制；减轻

143 Monrovia 2 [mən'rəuviə] n.蒙罗维亚（利比里亚首都）

144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45 mother 1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
146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147 m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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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49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150 network 1 ['netwə:k] n.网络；广播网；网状物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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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njenga 2 恩坚加

153 no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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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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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of 1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57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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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160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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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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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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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o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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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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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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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overcrowded 1 [,əuvə'kraudid] adj.过度拥挤的 v.拥挤（overcrowd的过去分词）

168 pan 1 n.平底锅；盘状的器皿；淘盘子，金盘，秤盘 vt.淘金；在浅锅中烹调（食物）；[非正式用语]严厉的批评 vi.淘金；在淘
洗中收获金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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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patients 1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171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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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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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permitted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174 persons 1 ['pɜːsnz] n. 人们 名词person的复数形式.

175 poverty 1 ['pɔvəti] n.贫困；困难；缺少；低劣

176 Powell 1 ['pəuəl] n.鲍威尔（英国物理学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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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psychiatrist 1 [sai'kaiətrist] n.精神病学家，精神病医生

179 psychosocial 1 [,psaikəu'səuʃəl] adj.社会心理的；心�社会学的

180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181 recommendations 1 建议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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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reported 3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184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
185 rescued 1 ['reskju ]ː vt. 营救；援救 n. 营救；救援

186 restrain 2 [ri'strein] vt.抑制，控制；约束；制止

187 rights 2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188 rock 2 [rɔk] n.岩石；摇滚乐；暗礁 vt.摇动；使摇晃 vi.摇动；摇晃 n.(Ro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意、瑞典)罗克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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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0 sad 1 [sæd] adj.难过的；悲哀的，令人悲痛的；凄惨的，阴郁的（形容颜色）

191 sadness 1 ['sædnis] n.悲哀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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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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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95 schoolteacher 1 ['sku:l,ti:tʃə] n.教师

196 second 1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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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8 shand 2 n. 尚德

199 Sharma 4 n. 夏尔马

200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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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1 shed 1 [ʃed] vt.流出；摆脱；散发；倾吐 vi.流出；脱落；散布 n.小屋，棚；分水岭

202 sheep 1 [ʃiː p] n.羊，绵羊；胆小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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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205 si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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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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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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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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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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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spaces 1 n. 空格；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.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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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214 stayed 1 [steɪ] v. 停留；逗留；保持 n. 停留；逗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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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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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struggling 1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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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suffer 1 ['sʌfə] vt.遭受；忍受；经历 vi.遭受，忍受；受痛苦；经验；受损害 n.(Suffer)人名；(意)苏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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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supposed 1 [sə'pəuzd] adj.假定的；被信以为真的；想象上的 v.假定（suppose的过去分词）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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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susan 2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23 taken 2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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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the 1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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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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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there 5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29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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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tied 1 [taid] v.系（ti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系住的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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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3 told 3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34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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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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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tree 1 [tri:] n.树；木料；树状物 vt.把...赶上树 vi.爬上树；逃上树 n.(Tree)人名；(英)特里

238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39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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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us 1 pron.我们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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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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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45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246 video 1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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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49 watch 2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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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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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253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254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255 west 1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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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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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259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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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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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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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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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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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4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265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66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67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268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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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271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72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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