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4-25 [Words and Their Stories] Be Brave_ 'Go Out on a Limb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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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3 afraid 2 [ə'freid] adj.害怕的；恐怕；担心的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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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mazing 1 [ə'meiziŋ] adj.令人惊异的 v.使吃惊（amaze的ing形式）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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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8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9 and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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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11 anothe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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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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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rrested 1 [ə'restɪd] adj. 逮捕的 动词arr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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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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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 b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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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basic 1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
18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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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be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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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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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boss 4 [bɔs] n.老板；首领；工头 vt.指挥，调遣；当…的领导 vi.当首领，发号施令 n.(Bo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、瑞典)博斯

23 branch 2 [brɑ:ntʃ, bræntʃ] vt.分支；出现分歧 vi.分支；出现分歧 n.树枝，分枝；分部；支流 n.(Branch)人名；(英)布兰奇

24 branches 1 英 [brɑːntʃ] 美 [bræntʃ] n. 分部；部门；分店；分支；树枝 v. 分岔；分支

25 brave 3 [breiv] adj.勇敢的；华丽的 vt.勇敢地面对 n.勇士 n.(Brave)人名；(英)布雷夫；(俄)布拉韦

26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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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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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c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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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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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chance 3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31 climb 1 [klaim] vi.爬；攀登；上升 vt.爬；攀登；上升 n.爬；攀登

32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33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34 criticism 1 ['krɪtɪsɪzəm] n.批评；考证；苛求

35 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6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37 disappointment 1 [disə'pɔintmənt] n.失望；沮丧

38 do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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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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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40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41 d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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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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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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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emotional 1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
45 ends 1 ['endz] n. 结束；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.

46 English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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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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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ex 2 [eks] prep.不包括，除外 n.前妻或前夫

50 example 2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51 explain 1 [ik'splein] v.说明；解释

52 explore 1 [ik'splɔ:] vt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 vi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

53 expression 2 [英 [ɪk'spreʃn] 美 [ɪkˈsprɛʃən] n.表现，表示，表达；表情，脸色，态度，腔调，声调；式，符号；词句，语句，措
辞，说法

54 expressions 1 [ik'spreʃənz] n.[数]表达式；表情；公式；表示式（expression是复数形式）

55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56 fall 1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57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58 fearless 1 ['fiəlis] adj.无畏的；大胆的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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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finish 1 ['finiʃ] vt.完成；结束；用完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结束；完美；回味（葡萄酒）

61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62 formal 1 ['fɔ:məl] adj.正式的；拘谨的；有条理的 n.正式的社交活动；夜礼服 n.(Formal)人名；(法)福马尔

63 friend 1 [frend] n.朋友；助手；赞助者 n.(Friend)人名；(英)弗兰德

64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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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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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68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69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70 go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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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1 goals 2 ['ɡəʊlz] n.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.

72 go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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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goo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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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gre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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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grows 1 英 [ɡrəʊ] 美 [ɡroʊ] v. 增加；生长；变成；种植；逐渐开始

76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77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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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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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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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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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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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2 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83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
84 him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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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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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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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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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hurt 2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89 idea 2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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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i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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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2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93 interview 2 ['intəvju:] n.接见，采访；面试，面谈 vt.采访；接见；对…进行面谈；对某人进行面试

94 is 1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5 i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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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jake 7 [dʒeik] adj.上等的，满意的 n.家伙，乡下佬 n.(Jake)人名；(英)杰克(男子教名Jacob的昵称)

97 job 3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98 judgement 1 ['dʒʌdʒmənt] n.意见；判断力；[法]审判；评价

99 jump 1 [dʒʌmp] n.跳跃；暴涨；惊跳 vt.跳跃；使跳跃；跳过；突升 vi.跳跃；暴涨；猛增 n.(Jump)人名；(英)江普

100 just 2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101 know 4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02 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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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learning 5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05 let 2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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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limb 11 [lim] n.肢，臂；分支；枝干 vt.切断…的手足；从…上截下树枝 n.(Limb)人名；(朝)林；(英)利姆

108 limbs 2 [lɪmz] n. 枝干；肢；翼 名词limb的复数形式.

109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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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112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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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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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matteo 2 n. 马泰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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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means 4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118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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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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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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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1 much 2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122 m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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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myself 1 [mai'self] pron.我自己；我亲自；我的正常的健康状况和正常情绪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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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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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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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28 noticed 1 ['nəʊtɪst] v. 注意，通知，留意（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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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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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office 2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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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O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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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136 onto 1 ['ɔntu, -tə] prep.在…之上；对…了解；映射到…上 adj.映射的；自身的；映成的

137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138 opportunity 1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
139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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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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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42 ou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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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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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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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permission 1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
146 phrase 1 [freiz] n.短语,习语,措辞,乐句 vt.措词,将(乐曲)分成乐句

147 physical 1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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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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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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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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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plants 1 [p'lɑːnts] n. 植物花卉；工厂（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） v. 种植；设立；建立；安插；栽赃（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
式）

153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154 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155 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156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157 promised 1 英 ['prɒmɪs] 美 ['prɑːmɪs] n. 诺言；预示；约定；(有)希望 v. 允诺；发誓；答应；有希望

158 put 3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159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160 really 6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161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162 regret 2 [ri'gret] n.遗憾；抱歉；悲叹 vt.后悔；惋惜；哀悼 vi.感到后悔；感到抱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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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3 relationship 1 [ri'leiʃənʃip] n.关系；关联

164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165 risk 4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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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roots 1 [ru tː] n. 根；根源；根本 v. 生根；扎根；根除

168 sadness 1 ['sædnis] n.悲哀

169 say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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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shand 1 n. 尚德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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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2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173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174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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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simply 1 ['simpli] adv.简单地；仅仅；简直；朴素地；坦白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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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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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180 someone 3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181 something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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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speak 1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
183 springtime 1 ['spriŋtaim] n.春天；春季；初期

184 squirrel 1 ['skwə:rəl, 'skwi-, 'skwʌ-] n.松鼠；松鼠毛皮 vt.贮藏

185 squirrels 1 英 ['skwɪrəl] 美 ['skwɜ rːəl] n. 松鼠；松鼠皮毛 vt. 储存

186 stem 1 [stem] n.干；茎；船首；血统 vt.阻止；除去…的茎；给…装柄 vi.阻止；起源于某事物；逆行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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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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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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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suggestions 1 n. 意见；示意 名词suggestion的复数形式.

191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192 tak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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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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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teaching 1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195 temperatures 1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196 terrible 1 ['terəbl] adj.可怕的；很糟的；令人讨厌的 adv.很，非常

197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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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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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the 1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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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02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03 thick 1 [θik] n.最拥挤部分；活动最多部分；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.厚的；浓的；粗大的 adv.密集地；浓浓地，厚厚地 n.
(Thick)人名；(英)西克

204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205 think 2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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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6 this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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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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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to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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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9 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210 tre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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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trees 3 [triː 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的复数形式

212 trespass 1 ['trespəs, -pæs] vi.侵入；犯罪；打扰；冒犯 n.罪过；非法侵入；过失；擅自进入

213 trespassing 1 ['trespəs] n. 非法侵入；罪过；[法]侵害诉讼 v. 非法侵入；侵害；冒犯

214 trunk 3 [trʌŋk] n.树干；躯干；象鼻；汽车车尾的行李箱 vt.把…放入旅行箱内 adj.干线的；躯干的；箱子的 n.(Trunk)人名；
(德、匈、西)特伦克

215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16 unannounced 1 [,ʌnə'naunst] adj.突然的；未经宣布的；未通知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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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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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upset 3 vt.使心烦；颠覆；扰乱 vi.翻倒 adj.心烦的；混乱的；弄翻的 n.混乱；翻倒；颠覆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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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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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visi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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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VOA 3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225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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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228 warmer 1 n.取暖器；加热器；加热工人 adj.warm的比较级，更加温暖的

229 warn 1 [wɔ:n] vt.警告，提醒；通知 vi.发出警告，发出预告 n.(Warn)人名；(英)沃恩；(德)瓦恩

230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31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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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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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weakest 1 [wiː kɪst] adj. 最弱的 形容词weak的最高级形式.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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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went 2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237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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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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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40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241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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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4 wor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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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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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6 worker 1 ['wə:kə] n.工人；劳动者；职蚁 n.(Worker)人名；(英)沃克

247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48 you 17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49 your 3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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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0 yourself 2 [jɔ:'self, juə-, jə-] pron.你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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