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2-31 [American Stories] 'Pigs Is Pigs,' by Ellis Parker Butler
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12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pigs 43 n.猪（pig的复数）

3 of 4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and 4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to 3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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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he 3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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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is 2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guinea 23 ['gini] n.几内亚；基尼（英国旧时金币名）

9 flannery 22 n. 弗兰纳里

10 in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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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 them 19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12 it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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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rehouse 18 n. 莫尔豪斯

14 mr 18 ['mistə(r)] abbr.先生（Mister）

15 department 15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16 tha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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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you 15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8 for 1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9 O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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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said 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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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as 1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2 agent 12 ['eidʒənt] n.代理人，代理商；药剂；特工 vt.由…作中介；由…代理 adj.代理的 n.(Agent)人名；(罗)阿真特

23 cents 12 [sents] n. 分，一分钱的硬币( cent的名词复数 )

24 had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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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 his 1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6 pets 11 abbr.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系统（=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） n. 宠物（pet的复数形式）

27 president 1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8 tariff 11 ['tærif] n.关税表；收费表 vt.定税率；征收关税

29 this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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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e 10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1 bu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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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head 10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33 office 10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34 an 9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5 as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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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they 9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7 two 9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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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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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at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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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0 company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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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not 8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42 back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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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by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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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fiv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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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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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twenty 7 ['twenti] n.二十；二十年代 num.二十 adj.二十的

47 w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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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a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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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fifty 6 ['fifti] n.五十；五十个；编号为50的东西 adj.五十的；五十个的；众多的

50 letter 6 ['letə] n.信；字母，文字；证书；文学，学问；字面意义 vt.写字母于 vi.写印刷体字母 n.(Letter)人名；(英)莱特

51 now 6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52 pig 6 n.猪；猪肉 vi.生小猪；像猪一样过活 n.警察（俚语，带有攻击性）

53 then 6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54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55 desk 5 [desk] n.办公桌；服务台；编辑部；（美）讲道台；乐谱架 adj.书桌的；桌上用的；伏案做的

56 domestic 5 [dəu'mestik] adj.国内的；家庭的；驯养的；一心只管家务的 n.国货；佣人

57 express 5 [ik'spres] vt.表达；快递 adj.明确的；迅速的；专门的 n.快车，快递，专使；捷运公司

58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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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here 5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60 hundred 5 ['hʌndrəd] n.一百；许多 adj.一百的；许多的 num.百；百个

61 long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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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2 on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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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o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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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professor 5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65 rules 5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66 should 5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67 sixty 5 ['siksti] num.六十；六十个

68 story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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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tak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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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wrote 5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71 your 5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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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aren 4 阿伦

74 book 4 n.书籍；卷；账簿；名册；工作簿 vt.预订；登记 n.(Book)人名；(中)卜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朝)北；(英)布克；(瑞典)博克

75 claims 4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
76 did 4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77 d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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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each 4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79 eight 4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80 four 4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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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82 go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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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him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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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4 if 4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85 may 4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86 read 4 [ri:d] vt.阅读；读懂，理解 vi.读；读起来 n.阅读；读物 adj.有学问的 n.(Read)人名；(英)里德

87 shall 4 [ʃæl, 弱ʃəl, ʃl, ʃə, ʃ] aux.应；会；将；必须

88 shouted 4 ['ʃaʊtɪd] v. 呼喊；高声呼叫（动词shou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89 telegram 4 ['teligræm] n.电报 vt.用电报发送 vi.发电报

90 ti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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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understand 4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92 we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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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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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westcote 4 [人名] 韦斯科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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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between 3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97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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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ca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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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charged 3 [tʃɑ:dʒd] adj.带电的；充满感情的；气氛紧张的 vt.填充

100 collect 3 [kə'lekt] vt.收集；募捐 vi.收集；聚集；募捐 adv.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.由收件人付款的 n.(Collect)人名；(英)科莱克特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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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2 forgot 3 [fə'gɔt] v.忘记；轻忽；遗漏（forget的过去式）

103 forth 3 [fɔ:θ] adv.向前，向外；自…以后 n.(Forth)人名；(德)福特；(英)福思

104 Franklin 3 ['fræŋklin] n.富兰克林（男子名）；富兰克林（加拿大西北地区的北部分区）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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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Gordon 3 ['gɔ:dn] n.戈登（男子名）

107 kep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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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8 larg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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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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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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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rate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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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room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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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4 rule 3 [ru:l] vi.统治；管辖；裁定 n.统治；规则 vt.统治；规定；管理；裁决；支配 n.(Rule)人名；(英)鲁尔；(塞)鲁莱

115 sending 3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
116 shipment 3 ['ʃipmənt] n.装货；装载的货物

117 s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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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thirty 3 ['θə:ti] n.三十年代 num.三十 adj.三十个的

119 w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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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went 3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121 animal 2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122 animals 2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123 answered 2 英 ['ɑːnsə(r)] 美 ['ænsər] v. 回答；答复；接电话 n. 答案；回答；答复

124 asked 2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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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 box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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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boxed 2 [bɔkst] adj.醉酒的 v.装箱（box的过去分词）

127 butler 2 ['bʌtlə] n.男管家；仆役长 n.(Butler)人名；(英、西)巴特勒；(俄、德、瑞典)布特勒

128 claim 2 [kleim] vi.提出要求 vt.要求；声称；需要；认领 n.要求；声称；索赔；断言；值得

129 come 2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130 comm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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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correctly 2 [kə'rektli] adv.正确地；得体地

132 doubt 2 [daut] n.怀疑；疑问；疑惑 v.怀疑；不信；恐怕；拿不准

133 Ellis 2 ['elis] n.埃利斯（男子名，等于Elias）

134 face 2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135 family 2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136 genus 2 ['dʒi:nəs] n.类，种；[生物]属

137 Geo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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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go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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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hear 2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40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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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interurban 2 英 [ˌɪntə'rɜːbən] 美 [ˌɪntə'ɜːbən] adj. 都市城镇间的

142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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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44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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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later 2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46 letters 2 [letəz] n.[语]字母；书信；读者投书栏（letter的复数） v.用字母标明；用印刷体写（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47 ll 2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148 loo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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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looked 2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50 mai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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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matter 2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152 mike 2 n.扩音器，麦克风；话筒；休息,游手好闲 vi.使用扩音器；偷懒,游手好闲 vt.用扩音器传送；用窃听器窃听

153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54 nonsense 2 ['nɔnsəns] n.胡说；废话 adj.荒谬的 int.胡说！

155 nose 2 [nəuz] n.鼻子；嗅觉；突出的部分；探问 vt.嗅；用鼻子触 vi.小心探索着前进；探问

156 official 2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157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58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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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overcharge 2 [,əuvə'tʃɑ:dʒ, 'əuvətʃɑ:dʒ] n.过度充电；超载；装药过多 vt.对……索价过高；使……过度充电 vi.过度充电；讨价过高

160 pa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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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parker 2 n.停放车辆的人 n.(Parker)人名；(英、俄、西、瑞典、德、捷)帕克 n.(Parker)派克笔

162 pay 2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163 p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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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rabbits 2 ['ræbɪt] n. 兔子

165 ran 2 [ræn] v.跑（run的过去式） n.(Ran)人名；(俄、瑞典、塞)拉恩；(柬)兰

166 rate 2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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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 sent 2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168 shaking 2 ['ʃeikiŋ] n.震动，震惊；挥动，摇动 v.握手（shake的ing形式）；摇动；颤动

169 shook 2 [ʃuk] v.摇动（shake的过去式） n.可装配为木箱的各个部件；一捆；（英）禾束堆 adj.受到严重打击的；心绪不宁的 n.
(Shook)人名；(英)舒克

170 sure 2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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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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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174 transportation 2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
175 turned 2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
176 until 2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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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walked 2 [wɔː k] v. 步行；陪...走；散步；偷走；走过 n. 步行；散步；人行道

179 want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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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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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write 2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182 accept 1 [ək'sept] vt.接受；承认；承担；承兑；容纳 vi.承认；同意；承兑

183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184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185 African 1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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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188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89 agreed 1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190 airy 1 ['εəri] adj.空气的；通风的；幻想的；轻快的；空中的 n.(Airy)人名；(英)艾里

191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92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93 Andes 1 ['ændi:z] n.安第斯山脉

194 angry 1 ['æŋgri] adj.生气的；愤怒的；狂暴的；（伤口等）发炎的

195 anoth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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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197 answering 1 ['a:nsəriŋ] n.[通信]应答；回应 v.回答；回击；起反应（answer的ing形式） adj.应答的；回应的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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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anyhow 1 ['enihau] adv.总之；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

200 approach 1 [ə'prəutʃ] n.方法；途径；接近 vt.接近；着手处理 vi.靠近

201 argument 1 ['ɑ:gjumənt] n.论证；论据；争吵；内容提要

202 arms 1 [a:mz] n.臂（arm的复数）；[军]武器；纹章 v.武装；配备（arm的三单形式） n.(Arms)人名；(英)阿姆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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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205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206 ba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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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208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209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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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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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213 beneath 1 [bi'ni:θ] prep.在…之下 adv.在下方

214 bill 1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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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6 break 1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
晓；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217 cabbages 1 结球白菜

218 ca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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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calla 1 ['kælə] n.马蹄莲；水芋，荷兰海芋 n.(Calla)人名；(西)卡利亚；(法)卡拉

220 called 1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221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222 c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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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carefully 1 ['kɛəfəli] adv.小心地

224 cartoon 1 [kɑ:'tu:n] n.卡通片，[电影]动画片；连环漫画 vt.为…画漫画 vi.画漫画

225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226 cavia 1 [医] 豚鼠属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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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cheerfully 1 ['tʃiəfəli] adv.高高兴兴地

229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230 clearly 1 ['kliəli] adv.清晰地；明显地；无疑地；明净地

231 collecting 1 [kə'lekt] v. 收集；聚集；募捐；运走；使（自己）镇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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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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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confounded 1 [kən'faundid] adj.困惑的；糊涂的；讨厌的；惊慌失措的 v.使混淆（confound的过去分词）

235 continued 1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
236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237 corner 1 ['kɔ:nə] n.角落，拐角处；地区，偏僻处；困境，窘境 vi.囤积；相交成角 vt.垄断；迫至一隅；使陷入绝境；把…难住 n.
(Corner)人名；(法)科尔内；(英)科纳

238 course 1 n.科目；课程；过程；进程；道路；路线，航向；一道菜 vt.追赶；跑过 vi.指引航线；快跑

239 cows 1 n.牛；乳牛（cow的复数）

240 crowded 1 ['kraudid] adj.拥挤的；塞满的 v.拥挤（crowd的过去分词）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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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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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discovered 1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
245 discussed 1 [dɪs'kʌst] adj. 被讨论的；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46 distances 1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
247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248 door 1 [dɔ:] n.门；家，户；门口；通道 n.(Door)人名；(英)多尔

249 download 1 [,daʊn'lod] vt.[计]下载

250 eaters 1 n.吃…的人( eater的名词复数 )

251 eating 1 ['i:tiŋ] adj.侵蚀的；可生食的；进餐用的 n.吃；食物 v.吃（eat的ing形式）

252 electrical 1 [i'lektrikəl] adj.有关电的；电气科学的

253 elephants 1 ['elifənts] n.大象（elephant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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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error 1 ['erə] n.误差；错误；过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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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257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258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259 explained 1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
260 extre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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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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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fashioned 1 ['fæʃənd] adj.…式的 v.把…塑成（fashion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

264 feed 1 [fi:d] vt.喂养；供给；放牧；抚养（家庭等）；靠…为生 vi.吃东西；流入 n.饲料；饲养；（动物或婴儿的）一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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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267 finally 1 ['fainəli] adv.最后；终于；决定性地

268 firmly 1 ['fə:mli] adv.坚定地，坚决地；坚固地，稳固地

269 fist 1 n.拳，拳头；〈口〉笔迹；掌握；[印]指标参见号 vt.紧握；握成拳；用拳打

270 flung 1 [flʌŋ] vt.挥动（fling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形式）

271 forwarded 1 ['fɔː wədɪd] adj. 转运的 动词forwar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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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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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front 1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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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fun 1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
277 furious 1 ['fju:riəs] adj.激烈的；狂怒的；热烈兴奋的；喧闹的

278 furry 1 ['fə:ri] adj.毛皮的；盖着毛皮的；似毛皮的 n.(Furry)人名；(英)弗里

279 fury 1 ['fjuəri] n.狂怒；暴怒；激怒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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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g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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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2 goats 1 n. 山羊属

283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284 hair 1 [hεə] n.头发；毛发；些微 vt.除去…的毛发 vi.生长毛发；形成毛状纤维 adj.毛发的；护理毛发的；用毛发制成的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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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hand 1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
287 harmed 1 英 [hɑːm] 美 [hɑ rːm] n. 危害；伤害；损害 vt. 伤害；损害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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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heads 1 [hedz] adj.正面朝上的 n.(Heads)人名；(英)黑兹

290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291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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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high 1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294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295 himself 1 [him'self] pron.他自己；他亲自，他本人

296 hippopotamus 1 n.[脊椎]河马

297 hippopotamuses 1 [hɪpə'pɒtəməsɪz] n. 河马（hippopotamus的复数形式）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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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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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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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0 hot 1 [hɔt] adj.热的；辣的；热情的；激动的；紧迫的 adv.热；紧迫地 vi.变热 vt.增加；给…加温 n.(Hot)人名；(塞)霍特；(法)奥
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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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huh 1 [hʌ] int.哼！；哈！（表示轻蔑、疑问或惊异等）

303 idiot 1 ['idiət] n.笨蛋，傻瓜；白痴

304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305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06 informed 1 [in'fɔ:md] adj.消息灵通的；见多识广的 v.通知；使了解；提供资料（inform的过去分词）

307 informing 1 [ɪn'fɔː mɪŋ] n. 启发性的演说 动词inform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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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j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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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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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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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313 laughed 1 ['lɑ fːt] v. 发笑；笑；嘲笑（动词laug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14 law 1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315 lay 1 vt.躺下；产卵；搁放；放置；铺放；涂，敷 adj.世俗的；外行的；没有经验的 n.位置；短诗；花纹方向；叙事诗；性伙伴
vi.下蛋；打赌 v.躺；位于（lie的过去式）

316 leaned 1 [li:nd] v.倾身；依靠；使…瘦弱（lean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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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319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320 legs 1 ['leɡz] n.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.

321 lesson 1 ['lesən] n.教训；课 vt.教训；上课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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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lightly 1 ['laitli] adv.轻轻地；轻松地；容易地；不费力地

324 lions 1 [[ˈlaiənz] n.狮子（lion的复数）；雄狮；腰角 n.(Lions)人名；(法)利翁

325 lip 1 [lip] n.嘴唇；边缘 vt.以嘴唇碰 adj.口头上的 vi.用嘴唇 n.(Lip)人名；(法)利普；(中)猎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利；(东南亚国家
华语)立

326 lord 1 [lɔ:d] n.主；上帝 int.主，天啊 vt.使成贵族 vi.作威作福，称王称霸 n.(Lord)人名；(瑞典)洛德；(法)洛尔

327 lose 1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
328 mad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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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madly 1 ['mædli] adv.疯狂地；发狂地；精神失常地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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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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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message 1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
334 messages 1 ['mesɪdʒɪz] n.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.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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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
337 mo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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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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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Mountains 1 ['mauntins] n.山脉；[地理]山区；山岳（mountain的复数）

340 mouth 1 [mauθ] n.口，嘴；河口 vt.做作地说，装腔作势地说；喃喃地说出 vi.装腔作势说话

341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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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2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343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344 m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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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naturally 1 ['nætʃərəli] adv.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

346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47 n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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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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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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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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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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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outrage 1 ['autreidʒ] n.愤怒，愤慨；暴行；侮辱 vt.凌辱，强奸；对…施暴行；激起愤怒

355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356 pages 1 ['peɪdʒɪz] n. 页 名词page的复数形式.

357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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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pet 1 [pet] n.宠物；生气；受宠爱的人 vt.宠爱 vi.生气；爱抚 adj.宠爱的 n.(Pet)人名；(俄)佩特；(柬)贝

360 plain 1 [plein] adj.平的；简单的；朴素的；清晰的 n.平原；无格式；朴实无华的东西 adv.清楚地；平易地 n.(Plain)人名；(英)普
莱恩；(法)普兰
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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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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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3 pointed 1 ['pɔintid] adj.尖的；突出的；锐利的；率直的 v.指出；瞄准（point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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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property 1 ['prɔpəti] n.性质，性能；财产；所有权

366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367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368 rabbit 1 ['ræbit] n.兔子，野兔 vt.让…见鬼去吧 vi.猎兔

369 rapidly 1 ['ræpid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；立即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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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reached 1 到达

372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373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374 receiving 1 [ri'si:viŋ] adj.接受的 n.接受 v.接收（receive的ing形式）

375 red 1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
376 refuse 1 [ri'fju:z, ri:-] n.垃圾；废物 vt.拒绝；不愿；抵制 vi.拒绝

377 refused 1 [rɪ'fjuːz] v. 拒绝 n. 垃圾；废物

378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379 re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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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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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382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383 rocky 1 ['rɔki] adj.岩石的，多岩石的；坚如岩石的；摇晃的；头晕目眩的

384 rodent 1 ['rəudənt] adj.啮齿类的；咬的，嚼的；侵蚀性的 n.[脊椎]啮齿动物

385 runs 1 [rʌnz] n.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；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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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6 samples 1 ['sɑːmplz] n. 采样；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.

387 savagely 1 ['sævidʒli] adv.野蛮地；残忍地

388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89 scholarly 1 ['skɔləli] adj.博学的；学者风度的；学者派头的

390 searched 1 ['sɜ tːʃt] 动词search的过去式，动词search的过去分词

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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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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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3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394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395 settled 1 ['setld] adj.稳定的；固定的 v.解决；定居（settle的过去分词）

396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397 shipped 1 [ʃɪpt] adj. 船运的 动词shi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98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399 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
400 signals 1 ['sɪɡnəl] n. 信号；标志 v. (发信号)通知、表示 adj. 显著的

4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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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2 sir 1 n.先生；（用于姓名前）爵士；阁下；（中小学生对男教师的称呼）先生；老师 n.（苏丹、德）西尔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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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slamming 1 ['slæmɪŋ] n. 砰击 动词slam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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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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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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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409 sort 1 [sɔ:t] n.种类；方式；品质 vi.分类；协调；交往 vt.将…分类；将…排序；挑选出某物

410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411 species 1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412 speechless 1 ['spi:tʃlis] adj.说不出话的；哑的；非言语所能表达的

413 spends 1 [s'pendz] n. 开支，花费（spend的复数形式） v. 花费（动词spen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414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415 starved 1 [s'tɑːvd] adj. 饥饿的 动词star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16 stated 1 ['steitid] adj.规定的；阐明的；定期的 v.规定（state的过去分词）；陈述；阐明

4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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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stood 1 [stud] v.站立（sta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19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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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strategy 1 ['strætidʒi] n.战略，策略

422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423 stupid 1 ['stju:pid, 'stu:-] adj.愚蠢的；麻木的；乏味的 n.傻瓜，笨蛋

424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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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6 Suidae 1 n. 猪科

427 sus 1 [sʌs] n.可疑行为；嫌疑犯 vt.怀疑…有罪；猜测 n.(Sus)人名；(西、俄、捷)苏斯

428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429 teaches 1 ['tiː tʃɪz] v. 教；教导；教授；教训（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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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0 telegraph 1 ['teligrɑ:f, -græf] n.[通信]电报机，电报 vt.电汇；流露出；打电报给… vi.打电报

431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432 therefore 1 ['ðεəfɔ:] adv.因此；所以

433 thin 1 [θin] adj.薄的；瘦的；稀薄的；微弱的 vt.使瘦；使淡；使稀疏 vi.变薄；变瘦；变淡 adv.稀疏地；微弱地 n.细小部分 n.
(Thin)人名；(越)辰；(柬)廷

434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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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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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7 thousand 1 ['θauzənd] n.一千；一千个；许许多多 adj.成千的；无数的

438 threw 1 [θru:] v.抛（throw的过去式）；丢弃

4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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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0 tigers 1 n. 老虎 名词tiger的复数形式.

4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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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443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444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445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446 towns 1 n. 汤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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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8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
449 turn 1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4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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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unfortunately 1 [ʌn'fɔ:tʃənətli] adv.不幸地

452 unpleasant 1 [,ʌn'plezənt] adj.讨厌的；使人不愉快的

453 urgent 1 ['ə:dʒənt] adj.紧急的；急迫的

454 us 1 pron.我们

455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456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4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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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8 voice 1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4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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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0 warehouse 1 ['wεəhaus, 'wεəhauz, -haus] n.仓库；货栈；大商店 vt.储入仓库；以他人名义购进（股票）

461 water 1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
462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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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4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465 whispered 1 ['hwispəd] adj.低声的；耳语的 v.窃窃私语（whisper的过去分词）；低声地说

466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467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468 wife 1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
469 wildly 1 ['waildli] adv.野生地；野蛮地；狂暴地；鲁莽地

4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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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1 wired 1 ['waiəd] adj.接有电线的；以铁丝围起的；极其兴奋的 v.以金属丝装；打电报给（wire的过去分词）

472 wires 1 ['waɪəz] n. 金属丝；金属线；电线 n. 网格线 名词wire的复数形式.

4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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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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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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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5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476 written 1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
477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478 zoological 1 [,zəuə'lɔdʒik, ,zu:ə-, ,zəuə'lɔdʒikəl] adj.动物学的；关于动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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