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9-11 [As It Is] Pandemic Pushes Colombians to Get to Work
by Bicycle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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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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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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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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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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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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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8 already 2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9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0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1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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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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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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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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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rrive 1 vi.到达；成功；达成；出生 n.(Arrive)人名；(法)阿里夫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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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shley 2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19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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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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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ttack 1 [ə'tæk] n.攻击；抨击；疾病发作 vt.攻击；抨击；动手干 vi.攻击；腐蚀 n.(Attack)人名；(瑞典)阿塔克

23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24 been 5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25 before 4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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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ernal 1 伯纳尔

28 better 2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29 bicycle 10 ['baisikl] n.自行车 vi.骑脚踏车 vt.骑自行车运送

30 bicycles 9 ['baɪsɪkl] n. 自行车 vi. 骑自行车

31 bike 7 [baik] n.自行车；脚踏车 vi.骑自行车（或摩托车） n.(Bike)人名；(土、土库、塞)比克

32 bikes 10 [baɪk] n. 自行车；脚踏车；摩托车 vi. 骑自行车

33 biking 1 [baɪk] n. 自行车；脚踏车；摩托车 vi. 骑自行车

34 bit 1 n.[计]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老一套；一点，一块 vt.控制 adj.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 adv.有点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5 Bogota 1 [bəugə'ta] n.波哥大（哥伦比亚首都）

36 brand 2 [brænd] vt.铭刻于，铭记；打烙印于；印…商标于 n.商标，牌子；烙印 n.(Br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西、意、罗、葡、
捷、芬、瑞典、匈)布兰德；(法)布朗

37 bus 3 [bʌs] n.公共汽车 乘公共汽车



38 b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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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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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uyers 1 n. 买主，买方，买家，采购员（名词buyer的复数形式）；拜尔斯（姓氏）

41 buying 2 n.买进 v.购买；获得；收买（buy的ing形式）

42 by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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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apital 1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
44 car 2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45 cars 1 英 [kɑ:z] 美 [kɑ:rz] n. 汽车；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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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ecilia 1 [si'siljə] n.塞西莉亚（女子名）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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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50 charge 1 [tʃɑ:dʒ] n.费用；电荷；掌管；控告；命令；负载 vt.使充电；使承担；指责；装载；对…索费；向…冲去 vi.充电；控
告；索价；向前冲；记在账上 n.(Charge)人名；(法)沙尔热；(英)查奇

51 cheaper 1 ['tʃiː pər] adj. 比较便宜的

52 china 2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53 Chinese 1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54 Christmas 1 n.圣诞节；圣诞节期间

55 city 8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56 class 1 n.阶级；班级；种类；班；等级 vt.分类；把…分等级；把…归入某等级，把…看作（或分类、归类）；把…编入某一班
级 adj.极好的；很好的，优秀的，出色的 vi.属于…类（或等级），被列为某类（或某级） n.（英、德）克拉斯（人名）

57 claudia 1 ['klɔ:diə] n.克劳迪娅（女子名）

58 Colombia 4 [kə'lʌmbiə] n.哥伦比亚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59 Colombian 2 [kə'lɔmbiən] adj.哥伦比亚的 n.哥伦比亚人

60 combining 1 [kəm'bainiŋ] adj.化合的，结合性的 v.结合（combine的ing形式）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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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omp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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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oronavirus 2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64 costing 1 ['kɔstiŋ] n.成本计算；生产费用 v.花费（cost的ing形式） n.(Costing)人名；(罗)科斯廷格

65 costly 1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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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crime 1 [kraim] n.罪行，犯罪；罪恶；犯罪活动 vt.控告……违反纪律

68 Cristian 1 n. 克里斯琴

69 crowded 2 ['kraudid] adj.拥挤的；塞满的 v.拥挤（crowd的过去分词）

70 cycling 1 ['saikliŋ] n.骑脚踏车消遣；骑脚踏车兜风

71 dangerous 2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72 day 2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73 de 1 [di:] abbr.判定元件（DecisionElement） n.(De)人名；(朝)大

74 demand 1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
75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76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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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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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80 egan 1 n.伊根（爱尔兰人名） n.伊根（地名，在美国）

81 eight 2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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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enjoyment 1 [in'dʒɔimənt] n.享受；乐趣；享有

84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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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87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88 expensive 2 [ik'spensiv] adj.昂贵的；花钱的

89 experienced 1 [ik'spiəriənst] adj.老练的，熟练的；富有经验的

90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91 factories 1 ['fæktri] n. 工厂；制造厂

92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93 fearful 1 ['fiəful] adj.可怕的；担心的；严重的

94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95 feel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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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Fernando 1 n.费尔南多（男子名）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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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foot 1 [fut] n.脚；英尺；步调；末尾 vi.步行；跳舞；总计 vt.支付；给……换底 n.(Foot)人名；(英)富特

99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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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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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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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garces 1 加尔斯

105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106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07 g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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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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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10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111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112 guns 1 ['ɡʌnz] 枪炮

113 Gutierrez 2 n.古铁雷斯（人名）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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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5 happiness 1 ['hæpinis] n.幸福

116 has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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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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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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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20 help 1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

121 him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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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2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23 ho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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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ho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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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hybrid 1 ['haibrid] n.杂种，混血儿；混合物 adj.混合的；杂种的

126 hybrids 1 杂交种

127 import 1 [im'pɔ:t, 'impɔ:t] n.进口，进口货；输入；意思，含义；重要性 vt.输入，进口；含…的意思 vi.输入，进口

128 imported 1 英 ['ɪmpɔːt] 美 ['ɪmpɔːrt] n. 进口；意义；进口商品 v. 进口；输入

129 importer 1 [im'pɔ:tə] n.进口商；输入者

130 improved 1 [ɪm'pruːvd] adj. 改良的；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31 in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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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2 increa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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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increased 2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34 infections 1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35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36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37 is 1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8 i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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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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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Juan 1 [hwɑ:n] n.胡安（男子名）

141 July 2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142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143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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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knives 1 [naivz] n.刀子（knife的复数） v.用小刀切；刀切似的穿过（knife的三单形式）

146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47 lane 1 [lein] n.小巷；[航][水运]航线；车道；罚球区 n.(Lane)人名；(英、俄)莱恩；(老)兰；(德、法、意、葡、塞、瑞典)拉内

148 lanes 1 拉纳

149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50 la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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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Latin 1 ['lætin] adj.拉丁语的；拉丁人的 n.拉丁语；拉丁人

152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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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les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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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lifted 1 [lɪft] vt. 举起；运送；偷窃；升高；还清；取消 vi. 提升 n. 举起；提升；电梯；搭便车；帮助；载货量；扒窃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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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lighting 1 ['laitiŋ] n.照明设备，舞台灯光 v.照明；点燃（light的ing形式）

158 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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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161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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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2 Lopez 1 n.洛佩斯（姓氏）

163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164 Luis 1 ['luis] n.路易斯（人名）

165 ma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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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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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manager 3 ['mænidʒə] n.经理；管理人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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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marked 1 [mɑ:kt] adj.显著的；有记号的 v.表示（mark的过去分词）；作记号；打分数

170 Martha 1 ['mɑ:θə] n.玛莎（女子名）；马大（马利亚和拉撒路之姊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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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mayor 1 ['mεə] n.市长 n.(Mayor)人名；(英)梅厄；(法、西、俄)马约尔

173 milli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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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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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76 months 3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77 mo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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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mo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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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180 mountain 1 [ˈmauntin，ˈmaʊntən] n.山；山脉 n.(Mountain)人名；(英)芒廷

181 municipal 1 [mju:'nisipəl] adj.市政的，市的；地方自治的

182 neighborhood 1 n.附近；街坊；接近；街区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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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nissi 1 尼西

185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86 occurrence 1 [ə'kə:rəns, -'kʌ-] n.发生；出现；事件；发现

187 of 1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88 off 2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189 offices 1 办公室

190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91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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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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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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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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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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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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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Pablo 1 ['pæbləu] n.巴勃罗（西班牙籍体育明星）；帕布洛（英国水槽产品品牌）；帕布鲁（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的姓）

198 painted 1 ['peintid] adj.描画的；着色的；刷上油漆的 v.油漆（pai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Painted)人名；(瑞典)帕因特德

199 pandemic 9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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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01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202 paths 1 [pæθis] n.路径（path的复数）

203 pedals 1 ['pedlz] n. 踏板；脚蹬 名词ped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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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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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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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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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place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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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9 pleasure 2 ['pleʒə, 'plei-] n.快乐；希望；娱乐；令人高兴的事 vt.使高兴；使满意 vi.高兴；寻欢作乐

210 police 2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
211 poor 1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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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presence 1 ['prezəns] n.存在；出席；参加；风度；仪态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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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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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products 1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217 push 1 vt.推动，增加；对…施加压力，逼迫；按；说服 vi.推进；增加；努力争取 n.推，决心；大规模攻势；矢志的追求

218 pushed 1 [puʃt] adj.处于窘境的；为难的；推挤现象的 v.推；挤；逼迫（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19 pushes 1 [pʊʃ] v. 推；按；挤；逼迫；催促 n. 推；奋力；决心

220 pushing 2 ['puʃiŋ] adj.奋斗的；莽撞的；有精力的；富有进取心的 n.推挤；推人犯规（篮球术语） v.推；促进；逼迫（push的ing
形式）

221 quickly 2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22 racing 1 ['reisiŋ] n.赛马；竞赛 vi.赛马（race的ing形式）；竞赛 adj.比赛的

223 rates 1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
224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25 register 1 ['redʒistə] vt.登记；注册；记录；挂号邮寄；把…挂号；正式提出 vi.登记；注册；挂号 n.登记；注册；记录；寄存
器；登记簿 n.(Register)人名；(英)雷吉斯特

226 reported 2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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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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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riders 2 Riders of the Purple Sage 《紫艾灌丛中的骑士们》

230 rides 1 [raɪd] v. 骑；乘 n. 交通工具；骑；乘车；搭便车

231 rising 1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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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road 2 [rəud] n.公路，马路；道路；手段 vt.（狗）沿臭迹追逐（猎物） adj.（美）巡回的 n.(Road)人名；(英)罗德

234 run 2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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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said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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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sales 3 [seilz] adj.销售的，售货的；有关销售的 n.销售（sale的复数）；销售额 n.(Sales)人名；(意、西、葡)萨莱斯；(法)萨勒；
(英)塞尔斯

238 salesman 1 ['seilzmən] n.推销员；售货员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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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Sanchez 2 n.桑切斯（姓氏）



241 saves 1 [seɪv] v. 救；节省；保存 n. 救援，救助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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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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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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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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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sell 1 [sel] vt.销售；推销；出卖；欺骗 vi.卖；出售；受欢迎；有销路 n.销售；失望；推销术 n.(Sell)人名；(德)泽尔；(英、芬、
瑞典)塞尔

248 selling 2 ['seliŋ] n.销售；出售 v.出售（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(Selling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塞林

249 sells 3 [sel] v. 出售；卖

250 shand 1 n. 尚德

251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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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2 shipments 1 [ʃiː p'mənts] n. 装运；货物 名词shipment的复数形式.

253 shop 1 [ʃɔp] n.商店；店铺 vt.购物 vi.购物；买东西

254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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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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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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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sm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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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sold 1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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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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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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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64 sport 1 [spɔ:t] n.运动；游戏；娱乐；运动会；玩笑 vi.游戏 vt.游戏；参加体育运动；夸耀 adj.运动的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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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start 2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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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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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stealing 1 ['sti:liŋ] n.偷窃；贼赃；偷垒（棒球比赛中的犯规行为） adj.有偷窃行为的 v.偷盗；抄袭（steal的ing形式）

270 steals 1 [stiː l] v. 偷；窃取 n. 偷窃；便宜货；(欺诈的)政治交易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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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stolen 2 ['stəulən] adj.偷走的 v.偷窃；剽窃（steal的过去分词）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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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store 3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275 stores 2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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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street 1 [stri:t] n.街道 adj.街道的 n.(Street)人名；(英、葡)斯特里特；(德)施特雷特

278 streets 1 [st'riː ts] 街道

279 struggled 1 ['strʌgəld] adj.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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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1 subway 1 ['sʌbwei] n.地铁；地道 vi.乘地铁



282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83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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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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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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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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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the 4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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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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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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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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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95 thief 1 [θi:f] n.小偷，贼

296 thieves 2 [θi:vz] n.小偷（thief的复数） n.(Thieves)人名；(德)蒂费斯

297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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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Thompson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300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301 to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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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02 tour 1 [tuə] n.旅游，旅行；巡回演出 vt.旅行，在……旅游；在……作巡回演出 vi.旅行，旅游；作巡回演出 n.(Tour)人名；(瑞
典)托尔；(英)图尔

303 traffic 1 ['træfik] n.交通；运输；贸易；[通信]通信量 vt.用…作交换；在…通行 vi.交易，买卖

304 transportation 1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
305 trips 1 [trɪp] n. 旅行；摔倒；差错；轻快的步伐 vt. 使跌倒；使失败；使犯错；起锚；竖帆 vi. 绊倒；旅行；轻快地走；失误；
结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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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turning 1 ['tə:niŋ] n.转向；旋转；回转；转弯处 v.旋转（turn的ing形式）

308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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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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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us 1 pron.我们

312 u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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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314 using 4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15 vehicle 1 ['viː ɪk(ə)l] n.[车辆]车辆；工具；交通工具；运载工具；传播媒介；媒介物

316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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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waiting 1 ['weitiŋ] n.等待；服侍 adj.等待的；服侍的 v.等待；伺候（wait的ing形式）；延缓 n.(Waiting)人名；(英)韦廷

318 waits 1 [weɪt] v. 等；等待 n. 等待；等候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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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21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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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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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weekend 2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


324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25 wheeled 1 [hwi:ld] adj.轮式的；有轮的 v.滚动；装轮子（wheel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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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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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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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winner 1 ['winə] n.胜利者 n.(Winn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纳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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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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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3 work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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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4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35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