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3-11 [American Stories] American Stories_ Chicken Little 词词
汇表汇表

1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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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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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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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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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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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8 aimed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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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1 American 4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2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3 and 4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4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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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rrival 1 [ə'raivəl] n.到来；到达；到达者

17 a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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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sked 4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19 asleep 1 [ə'sli:p] adj.睡着的；麻木的；长眠的 adv.熟睡地；进入睡眠状态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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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 away 3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2 barnyard 3 ['bɑ:njɑ:d] n.谷仓前的空场地 adj.下流的；粗俗的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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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5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6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27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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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ehind 2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30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31 below 1 [bi'ləu] adv.在下面，在较低处；在本页下面 prep.在…下面 n.(Below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贝洛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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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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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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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irds 3 ['bɜːdz] n. 鸟，鸟类；禽（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）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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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 bored 1 [bɔ:d] adj.无聊的；无趣的；烦人的 v.使厌烦（bore的过去式）；烦扰

38 Boston 1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
39 breath 1 [breθ] n.呼吸，气息；一口气，（呼吸的）一次；瞬间，瞬息；微风；迹象；无声音，气音

40 brings 1 [brɪŋz] v. 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劝诱（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41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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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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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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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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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ame 4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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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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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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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handler 1 ['tʃɑ:ndlə] n.蜡烛商，杂货店 n.(Chandler)人名；(英)钱德勒

51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52 characters 1 英 ['kærɪktəz] 美 ['kærɪktɚz] n. 人物；角色；特性；字符 名词character的复数形式.

53 chicken 23 n.鸡肉；小鸡；胆小鬼，懦夫 adj.鸡肉的；胆怯的；幼小的

54 children 2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55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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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olorful 1 ['kʌləful] adj.华美的；有趣的；富有色彩的

58 co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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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omment 3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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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onfident 1 ['kɔnfidənt] adj.自信的；确信的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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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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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65 cow 1 [kau] n.奶牛，母牛；母兽 vt.威胁，恐吓

66 cried 8 [kraid] v.哭泣；喊叫（cry的过去分词）

67 curl 1 [kə:l] vt.使…卷曲；使卷起来 vi.卷曲；盘绕 n.卷曲；卷发；螺旋状物 n.(Curl)人名；(英)柯尔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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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土)达伊

69 deep 1 [di:p] n.深处；深渊 adj.深的；低沉的；深奥的 adv.深入地；深深地；迟 n.(Deep)人名；(英)迪普

70 did 3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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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dirt 1 [də:t] n.污垢，泥土；灰尘，尘土；下流话

73 do 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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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domain 1 [dəu'mein] n.领域；域名；产业；地产 n.(Domain)人名；(英、法)多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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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doorway 1 ['dɔ:wei] n.门口；途径

77 download 1 [,daʊn'lod] vt.[计]下载

78 duck 1 [dʌk] n.鸭子；鸭肉；（英）宝贝儿；零分 vi.闪避；没入水中 vt.躲避；猛按…入水 n.(Duck)人名；(德、葡、匈)杜克

79 ducky 15 ['dʌki] adj.可喜的；极好的；极为愉快的

80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81 ears 6 abbr. 电声额定系统(=Electro-Acoustic Rating System)； n. 耳朵（名词ear的复数形式）；【报刊】报头小栏，报耳

82 eat 1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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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4 English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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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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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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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ever 2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88 examples 1 [ɪɡ'zɑːmplz] n.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.

89 eyes 6 n.眼睛（eye的复数） n.(Eyes)人名；(英)艾斯

90 f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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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92 falling 8 ['fɔ:liŋ] adj.下降的；落下的 n.下降；落下；陷落 v.落下（fall的ing形式） n.(Falling)人名；(瑞典)法林

93 Falls 1 [fɔ:ls] n.[水文]瀑布；陨石 v.下降（fall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Falls)人名；(英)福尔斯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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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faster 1 ['fa:stə] adj.更快的 adv.更快地 n.(Faster)人名；(德、捷)法斯特

96 fell 7 [fel] adj.凶猛的；毁灭性的 vt.砍伐；打倒；击倒 n.[林]一季所伐的木材；折缝；兽皮 v.掉下；摔倒；下垂；变坏（fall的过
去式） n.(Fe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费尔

97 fence 1 ['fens] n.栅栏；围墙；剑术 vt.防护；用篱笆围住；练习剑术 vi.击剑；搪塞；围以栅栏；跳过栅栏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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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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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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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flat 2 adj.平的；单调的；不景气的；干脆的；平坦的；扁平的；浅的 adv.（尤指贴着另一表面）平直地；断然地；水平地；直
接地，完全地 n.平地；公寓；平面 vt.使变平；[音乐]使（音调）下降，尤指降半音 vi.逐渐变平；[音乐]以降调唱（或奏）
n.（法）弗拉特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弗莱特（人名）

102 flower 2 ['flauə] n.花；精华；开花植物 vi.成熟，发育；开花；繁荣；旺盛 vt.使开花；用花装饰 n.(Flower)人名；(英)弗劳尔

103 flowers 2 英 ['flaʊə(r)] 美 ['flaʊər] n. 花；开花植物；精华；盛时 v. 开花；成熟；用花装饰

104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05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6 forest 1 ['fɔrist] vt.植树于，使成为森林 n.森林 n.(Forest)人名；(法)福雷；(英、西)福雷斯特

107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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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fox 3 [fɔks] vt.欺骗；使变酸 n.狐狸；狡猾的人 vi.假装；耍狡猾手段 n.(Fox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、西、瑞典)福克斯

110 foxy 4 ['fɔksi] adj.狡猾的；赤褐色的；如狐的

111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112 frightened 2 ['fraitnd] adj.害怕的；受惊的；受恐吓的 v.害怕；使吃惊；吓走（frighten的过去分词）

113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14 generations 1 [dʒenə'reɪʃnz] n. 世代

115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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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7 gobbling 1 狼吞虎咽地吃(gobble的现在分词)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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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goo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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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goosey 12 ['gu:si] adj.愚蠢的 n.呆子；鹅

121 grass 2 [grɑ:s, græs] n.草；草地，草坪 vt.放牧；使……长满草；使……吃草 vi.长草 n.(Grass)人名；(法、德、俄、瑞典、英)格拉
斯

122 green 3 [gri:n] adj.绿色的；青春的 n.绿色；青春 vt.使…变绿色 vi.变绿色 n.(Green)人名；(英、意)格林；(瑞典、芬)格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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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guests 1 [ɡest] n. 客人；宾客；特别来宾；[动植物]寄生生物 v. 做特邀嘉宾；做特约演员；客串；招待；做客

125 ha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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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26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127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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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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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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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31 heard 6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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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hen 2 [hen] n.母鸡；女人；雌禽 n.(Hen)人名；(日)边(姓)；(法)昂；(波、柬)亨

134 henny 14 ['heni] adj.（公鸡）羽毛像母鸡的 n.像母鸡的公鸡 n.(Henny)人名；(德、匈、芬)亨尼；(法)埃尼

135 her 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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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6 here 4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37 ho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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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how 15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39 ideas 1 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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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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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2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43 indeed 1 [in'di:d] adv.的确；实在；真正地；甚至 int.真的（表示惊讶、怀疑、讽刺等）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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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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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is 1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7 it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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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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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
150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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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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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katharine 1 ['kæθərɪn] n. 凯瑟琳（女子名）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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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5 know 15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56 knowing 2 ['nəuiŋ] adj.博学的；狡猾的；心照不宣的 n.认知 v.知道；认识；确信（know的ing形式）

157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58 lake 1 [leik] n.湖；深红色颜料；胭脂红 vt.（使）血球溶解 vi.（使）血球溶解 n.(Lake)人名；(德、塞、瑞典)拉克；(英)莱克

159 landing 1 ['lændiŋ] n.登陆；码头；楼梯平台 v.登陆（land的ing形式） n.(Landing)人名；(冈、瑞典、塞内)兰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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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162 learning 4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63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164 legs 1 ['leɡz] n.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.

165 lesson 2 ['lesən] n.教训；课 vt.教训；上课

166 lessons 1 ['lesn] n. 教训；课，功课，课业；榜样，典范 vt. 教训，告诫，训斥；给 ... 上课

167 le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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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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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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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little 2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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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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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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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loose 1 [lu:s] adj.宽松的；散漫的；不牢固的；不精确的 vt.释放；开船；放枪 vi.变松；开火 adv.松散地 n.放纵；放任；发射 n.
(Loose)人名；(捷、瑞典)洛塞；(英)卢斯；(德)洛泽

173 louder 1 ['laʊdər] adj. 更大声的

174 lucky 15 ['lʌki] adj.幸运的；侥幸的

175 lucy 11 ['lu:si] n.露西（女子名）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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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178 Massachusetts 1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
179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180 m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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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meadow 2 ['medəu] n.草地；牧场 n.(Meadow)人名；(英)梅多

182 meaning 1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
183 mid 1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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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moral 1 ['mɔrəl, 'mɔ:-] adj.道德的；精神上的；品性端正的 n.道德；寓意 n.(Moral)人名；(德、法、西、葡、土)莫拉尔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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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mout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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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movie 1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189 moving 2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190 my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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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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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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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noise 1 [nɔiz] n.[环境]噪音；响声；杂音 vt.谣传 vi.发出声音；大声议论 n.(Noise)人名；(英)诺伊斯

194 not 1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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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nursery 1 ['nə:səri] n.苗圃；托儿所；温床

197 of 1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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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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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oh 8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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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O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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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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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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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opening 1 ['əupəniŋ] n.开始；机会；通路；空缺的职位 adj.开始的 v.开放（open的ing形式）；打开；公开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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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ought 1 [ɔ:t] aux.应该，应当；大概 vi.应该，应当；大概

208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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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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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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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parable 1 ['pærəbl] n.寓言，比喻；隐晦或谜般的格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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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par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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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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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penny 14 ['peni] n.（美）分；便士

216 persuaded 1 英 [pə'sweɪd] 美 [pər'sweɪd] vt. 说服；劝说

217 petal 3 n.花瓣

218 plac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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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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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21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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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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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25 proud 1 [praud] adj.自豪的；得意的；自负的 n.(Proud)人名；(英)普劳德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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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published 3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228 Pyle 1 [pail] n.派欧（位于英国威尔士）；派尔（姓氏）

229 qualities 1 [统计] 质

230 ran 10 [ræn] v.跑（run的过去式） n.(Ran)人名；(俄、瑞典、塞)拉恩；(柬)兰

231 reached 1 到达

232 reaction 1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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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4 remarkable 1 [ri'mɑ:kəbl] adj.卓越的；非凡的；值得注意的

235 replies 1 [rɪ'plaɪ] v. 回答；答复；回应 n. 回答；答复

236 resting 1 ['restiŋ] adj.静止的；休眠的 v.休息（rest的ing形式）

237 retelling 1 [ˌriː 'tel] v. 复述；再讲

238 retur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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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r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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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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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242 rounded 1 ['raundid] adj.圆形的；全面的；丰满的

243 run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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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人名；(英)朗宁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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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saw 6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247 scratch 1 [skrætʃ] n.擦伤；抓痕；刮擦声；乱写 adj.打草稿用的；凑合的；碰巧的 vt.抓；刮；挖出；乱涂 vi.抓；搔；发刮擦
声；勉强糊口；退出比赛

248 scratching 2 v.划伤；擦伤；刮痕（scratch的ing形式）

249 see 3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250 seriously 1 ['siəriəsli, 'si:r-] adv.认真地；严重地，严肃地

251 shall 1 [ʃæl, 弱ʃəl, ʃl, ʃə, ʃ] aux.应；会；将；必须

252 shape 1 [ʃeip] n.形状；模型；身材；具体化 vt.形成；塑造，使成形；使符合 vi.形成；成形；成长 n.(Shape)人名；(瑞典)沙佩

253 sharp 1 adj.急剧的；锋利的；强烈的；敏捷的；刺耳的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；突然地 n.尖头 vt.磨快；把音调升高 vi.升音演奏
n.(Sharp)人名；(英)夏普

254 sh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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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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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5 shock 1 [ʃɔk] n.休克；震惊；震动；打击；禾束堆 vt.使休克；使震惊；使震动；使受电击；把…堆成禾束堆 vi.感到震惊；受到
震动；堆成禾束堆 adj.浓密的；蓬乱的 n.(Shock)人名；(英)肖克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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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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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259 shut 2 [ʃʌt] vt.关闭；停业；幽禁 vi.关上；停止营业 n.关闭 adj.关闭的；围绕的 n.(Shut)人名；(俄)舒特；(中)室(广东话·威妥玛)

260 si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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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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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264 sky 9 [skai] n.天空；顶点 vt.把…投向空中；把…挂得过高 vi.踢或击高空球；把桨叶翘得过高；飞涨 n.(Sky)人名；(英)斯凯

265 smiled 1 [s'maɪld] v. 微笑（动词smi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266 snapped 1 v.啪啪作响；突然中断；猛咬；给…拍快照（snap的过去分词）

267 s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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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soft 1 [sɔft, sɔ:ft] adj.软的，柔软的；温柔的，温和的；软弱的；笨的 adv.柔软地；温和地 n.柔性；柔软的东西；柔软部分

269 softened 1 ['sɒfənd] adj. 软化的 动词soft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70 some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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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someplace 1 ['sʌmpleis] adv.在某处 n.某处

272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273 speeding 1 ['spi:diŋ] n.超速行驶 adj.高速行驶的 v.促进（speed的ing形式）

274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275 squawk 6 [skwɔ:k] vi.抗议；发出响而粗的叫声；大声抱怨 n.抗议；叫声；诉苦；故障 vt.粗声叫出；诉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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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steps 1 n.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（=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）；台阶，步骤（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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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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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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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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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2 story 1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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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strut 3 [strʌt] vt.炫耀；在…上趾高气扬地走；给…加支撑 n.支柱；高视阔步 vi.高视阔步；趾高气扬地走

284 strutting 1 ['strʌtiŋ] adj.昂首阔步的；肿胀的；自负的 v.大摇大摆地走；膨胀（strut的现在分词） n.昂首阔步；加固；支撑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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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sudden 1 ['sʌdən] adj.突然的，意外的；快速的 n.突然发生的事

287 surrounded 1 [sə'raʊndɪd] adj. 被 ... 环绕着的 动词surrou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

288 sweetly 1 ['swi:tli] adv.甜美地；温柔地；惬意地；讨人喜欢地

289 swim 2 [swim] vi.游泳；漂浮；浸；眩晕 vt.游过；使浮起 n.游泳；漂浮；眩晕 adj.游泳时穿戴的

290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91 tail 6 [teil] n.尾巴；踪迹；辫子；燕尾服 vt.尾随；装上尾巴 vi.跟踪；变少或缩小 adj.从后面而来的；尾部的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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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294 tales 1 ['teili:z] n.故事；候补陪审员召集令（用作单数）；补缺陪审员；谎言（tale的复数）

295 teach 1 [ti:tʃ] vt.教；教授；教导 vi.教授；讲授；当老师 n.(Teach)人名；(英)蒂奇

296 teaches 1 ['tiː tʃɪz] v. 教；教导；教授；教训（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97 teeth 1 [ti:θ] n.牙齿

298 terror 1 ['terə] n.恐怖；恐怖行动；恐怖时期；可怕的人 n.(Terror)人名；(南非)特罗尔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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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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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 tha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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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the 4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02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303 then 7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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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they 8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06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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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09 thoughtful 1 ['θɔ:tful] adj.深思的；体贴的；关切的

310 threaten 1 ['θretən] vt.威胁；恐吓；预示 vi.威胁；可能来临

311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312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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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tired 1 ['taiəd] adj.疲倦的；厌倦的，厌烦的 v.疲倦；对…腻烦（tir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314 title 1 ['taitl] n.冠军；标题；头衔；权利；字幕 vt.加标题于；赋予头衔；把…称为 adj.冠军的；标题的；头衔的

315 to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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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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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told 9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18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319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320 turkey 10 ['tə:ki] n.火鸡；笨蛋；失败之作

321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22 under 2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323 until 7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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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us 4 pron.我们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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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28 version 2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329 versions 1 ['vɜ ʃːəns] n. 版本 名词version的复数形式.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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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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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waddle 1 ['wɔdəl] n.蹒跚；摇摆的步子 vi.摇摇摆摆地走；蹒跚而行 n.(Waddle)人名；(英)沃德尔

333 waddling 1 v.鸭步；摇摆蹒跚（waddle的ing形式）

334 waited 1 [weɪt] v. 等；等待 n. 等待；等候

335 wakened 1 ['weɪkən] v. 唤醒；醒来；觉醒；激发

336 wal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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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wandered 1 英 ['wɒndə(r)] 美 ['wɑːndər] vi. 漫步；蜿蜒；迷路；闲逛；徘徊 vt. 漫步于 n. 漫游；徘徊；闲逛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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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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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w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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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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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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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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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5 whi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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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47 why 3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348 wide 3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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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with 1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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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2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53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54 yard 1 [jɑ:d] n.院子；码（英制中丈量长度单位，1码=3英尺）；庭院；帆桁 vt.把…关进或围在畜栏里 n.(Yard)人名；(英)亚德

355 yawn 1 n.哈欠；裂口 vi.打哈欠；裂开 vt.张开；打著哈欠说

356 yawning 2 ['jɔ:niŋ] adj.打哈欠的，张着大嘴的 n.打呵欠 v.打哈欠（yawn的ing形式）

357 yelled 1 [jel] v. 大叫 n. 大喊

358 yes 3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359 you 2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60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361 yourself 1 [jɔ:'self, juə-, jə-] pron.你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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