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1-19 [As It Is] Buck Enters Church at Start of Hunting Season
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2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church 11 [tʃə:tʃ] n.教堂；礼拜；教派 adj.教会的；礼拜的 vt.领…到教堂接受宗教仪式 n.(Church)人名；(英)丘奇

3 buck 8 [bʌk] n.（美）钱，元；雄鹿；纨绔子弟；年轻的印第安人或黑人 n.(Buck)人名；(英、西)巴克；(法)比克；(德、瑞典、
匈)布克

4 to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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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6 of 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7 amanda 5 [ə'mændə] n.阿曼达（女子名）

8 and 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9 eicher 5 n. 艾彻

10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1 i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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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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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4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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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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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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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 hunting 3 ['hʌntiŋ] n.打猎；追逐；搜索 adj.打猎的；振荡的 v.狩猎；寻找（hunt的ing形式）；追捕 n.(Hunting)人名；(英)亨廷

18 is 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9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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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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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season 3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22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3 animal 2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24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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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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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specially 2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28 floor 2 [flɔ:] n.地板，地面；楼层；基底；议员席 vt.铺地板；打倒，击倒；（被困难）难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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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hallway 2 ['hɔ:lwei] n.走廊；门厅；玄关

31 hunters 2 n. 亨特斯(在美国；西经 118º12' 北纬 48º09')

32 matteo 2 n. 马泰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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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pl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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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protection 2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36 safety 2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37 sanctuary 2 ['sæŋktju'ri, -tʃuə-] n.避难所；至圣所；耶路撒冷的神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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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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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t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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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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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window 2 ['windəu] n.窗；窗口；窗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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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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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amaze 1 [ə'meiz] vt.使吃惊

45 amazed 1 [ə'meizd] adj.惊奇的，吃惊的 v.使…吃惊；把…弄糊涂（amaze的过去分词）

46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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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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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50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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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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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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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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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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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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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8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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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61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
62 besides 1 [bi'saidz] adv.此外；而且 prep.除…之外

63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64 bleeding 1 ['bli:diŋ] n.出血；渗色 adj.流血的；同情的 v.出血；渗出（bleed的ing形式）；感到疼痛

65 blocked 1 [blɔkt] adj.堵塞的；被封锁的 v.阻塞（block的过去分词）

66 blood 1 [blʌd] n.血，血液；血统 vt.从…抽血；使先取得经验 n.(Blood)人名；(英、西)布拉德

67 broken 1 ['brəukən] adj.破碎的；坏掉的 v.折断；打碎；损坏（break的过去分词）

68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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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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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ca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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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chan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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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hristian 1 ['kristjən; -tʃən] n.基督徒，信徒 adj.基督教的；信基督教的

74 climbed 1 [klaɪm] v. 攀登；爬；上升 n. 爬；攀爬处

75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76 comfort 1 ['kʌmfət] n.安慰；舒适；安慰者 vt.安慰；使（痛苦等）缓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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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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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creatures 1 ['kriː tʃəz] n. 生物（creature的复数形式）

80 cuts 1 [kʌts] n.切口；（分摊到的）份额；近路（cut的复数） v.剪（cu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[机]切割；砍倒

81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82 d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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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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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)达伊

83 deer 1 [diə] n.鹿 n.(Deer)人名；(英)迪尔

84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85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86 discolored 1 [dɪs'kʌlərd] adj. 脱色的；污染的 动词discolo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87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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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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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91 entered 1 ['entə(r)d] adj. 进入的 动词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92 enters 1 英 ['entə(r)] 美 ['entər] v. 进入 【计算机】送入

93 entrance 1 ['entrəns] n.入口；进入 vt.使出神，使入迷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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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fill 1 [fil] vt.装满，使充满；满足；堵塞；任职 vi.被充满，膨胀 n.满足；填满的量；装填物 n.(Fill)人名；(德、俄、匈)菲尔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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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gathering 1 ['gæðəriŋ] n.聚集；集会；收款 v.聚集（gather的ing形式）

98 gazette 1 [gə'zet] n.（英）公报；报纸 vt.在报上刊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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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glad 1 adj.高兴的；乐意的 vt.使......高兴 n.(Glad)人名；(塞、瑞典)格拉德；(英)格莱德；(法、挪)格拉

101 glass 1 [glɑ:s, glæs] n.玻璃；玻璃制品；镜子 vt.反映；给某物加玻璃 vi.成玻璃状 n.(Gl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)格拉斯

102 grace 1 [greis] n.优雅；恩惠；魅力；慈悲 vt.使优美 n.(Grace)人名；(英)格雷斯，格雷丝(女名)；(法)格拉斯

103 gunshot 1 ['gʌnʃɔt] n.射击；射程；炮击 adj.射击的；枪炮射击所致的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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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5 hall 1 n.过道，门厅，走廊；会堂；食堂；学生宿舍；大厅，前厅；娱乐中心，会所 n.（土）哈勒（人名）；（德、波、丹、
芬、瑞典）哈尔（人名）；（英）霍尔（人名）；（法）阿尔（人名）

106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107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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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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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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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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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112 humans 1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113 humor 1 ['hju:mə] n.幽默，诙谐；心情 vt.迎合，迁就；顺应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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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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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jumped 1 [dʒʌmp] n. 跳跃；跳动；上涨 v. 跳越；暴涨

117 Justin 1 ['dʒʌstin] n.贾斯廷（男子名）

118 Kalamazoo 1 卡拉马祖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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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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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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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laugh 1 [lɑ:f, læf] n.笑；引人发笑的事或人 vi.笑 vt.以笑表示；使…笑得

123 laughs 1 英 [lɑ fː] 美 [læf] v. 发笑；笑；嘲笑 n. 笑声；笑；笑料

124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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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litt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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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luke 1 [lu:k] n.卢克（男子名）；路加（基督教早期信徒之一）；路加福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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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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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male 1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
130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31 massive 1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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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134 Michigan 1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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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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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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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40 overseer 1 ['əuvə,siə, -,si:ə] n.监督；工头

141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142 pastor 1 ['pɑ:stə, 'pæs-] n.牧师 vt.作……的牧师 n.(Pastor)人名；(法、意、塞、葡、罗、捷、瑞典、德、西)帕斯托尔；(英)帕斯特

143 pastors 1 英 ['pɑːstə(r)] 美 ['pæstər] n. 牧师 v. 作...牧师

144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45 pieces 1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146 posted 1 英 ['pəʊstɪd] 美 ['poʊstɪd] adj. 有职位的；消息灵通的；发布的 动词po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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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prized 1 [praɪz] n. 奖品；奖金；奖赏 vt. 珍视；估价 adj. 奖品的；得奖的；一流的

149 protecting 1 [prə'tektiŋ] adj.保护的；防护的 v.保护；防护（protec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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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152 public 1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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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religious 1 [ri'lidʒəs] adj.宗教的；虔诚的；严谨的；修道的 n.修道士；尼姑

155 rest 1 [rest] vt.使休息，使轻松；把…寄托于 n.休息，静止；休息时间；剩余部分；支架 vi.休息；静止；依赖；安置 n.(Rest)人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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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7 seasons 1 ['siː znz] n. 季节 名词season的复数形式.

158 seating 1 ['si:tiŋ] n.就座；座位数 v.为…领座；为…提供座位（seat的ing形式）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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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seek 1 [si:k] vt.寻求；寻找；探索；搜索 vi.寻找；探索；搜索

161 served 1 英 [sɜːv] 美 [sɜ rː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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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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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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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soiled 1 [sɔɪld] adj. 污染的 动词so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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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spiritual 1 ['spiritjuəl, -tʃuəl] n.圣歌（尤指美国南部黑人的） adj.精神的，心灵的

168 spot 1 [spɔt] n.地点；斑点 vt.认出；弄脏；用灯光照射 vi.沾上污渍；满是斑点 adj.现场的；现货买卖的 adv.准确地；恰好

169 stain 1 vt.玷污；败坏；给…着色 vi.污染；被玷污；被染污 n.污点；瑕疵；着色剂

170 stains 1 [steɪn] n. 污点；瑕疵；着色剂；染料 v. 弄脏；玷污；着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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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stairs 1 [steəz] n. 楼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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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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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sturgis 1 斯特吉斯（人名）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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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targets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 rː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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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179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80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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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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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184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85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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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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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walking 1 ['wɔ:kiŋ] n.步行；散步 v.步行（walk的ing形式） adj.步行的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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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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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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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wickey 1 n. 威基

193 wild 1 [waild] adj.野生的；野蛮的；狂热的；荒凉的 n.荒野 adv.疯狂地；胡乱地 n.(Wild)人名；(英)怀尔德；(法、德、葡、捷、
匈)维尔德

194 wonder 1 [ˈwʌndə(r)] n.惊奇；奇迹；惊愕 vi.怀疑；想知道；惊讶 vt.怀疑；惊奇；对…感到惊讶 adj.奇妙的；非凡的 n.Wonder，
旺德（人名）

195 wood 1 [wud] n.木材；木制品；树林 vi.收集木材 vt.植林于；给…添加木柴 n.(Wood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、阿拉伯)伍德

196 woodland 1 ['wudlənd, -lænd] n.林地；森林 adj.林地的；居住在森林中的 n.(Woodland)人名；(英)伍德兰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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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8 worship 1 ['wə:ʃip] n.崇拜；礼拜；尊敬 vt.崇拜；尊敬；爱慕 vi.拜神；做礼拜

199 wounds 1 ['wuːndz] n. 伤口 名词wound的复数形式.

200 writers 1 ['raɪtəz] 作家

201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02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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