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3-18 [American Stories] 'A White Heron,' by Sarah Orne
Jewett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2 abou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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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4 admiration 1 [,ædmə'reiʃən] n.钦佩；赞赏；羡慕；赞美

5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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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g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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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ir 4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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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1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12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3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4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5 ancient 1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16 and 3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7 angry 2 ['æŋgri] adj.生气的；愤怒的；狂暴的；（伤口等）发炎的

18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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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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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nswered 1 英 ['ɑːnsə(r)] 美 ['ænsər] v. 回答；答复；接电话 n. 答案；回答；答复

22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23 appearance 1 [ə'piərəns] n.外貌，外观；出现，露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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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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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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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s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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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sked 2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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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t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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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 awake 1 [ə'weik] vi.觉醒，意识到；醒来；被唤起 vt.唤醒；使觉醒；激起，唤起 adj.醒着的

32 away 4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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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are 2 [bεə] adj.空的；赤裸的，无遮蔽的 vt.露出，使赤裸 n.(Bare)人名；(英)贝尔

35 be 6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6 beat 1 [bi:t] vt.打；打败 vi.打；打败；拍打；有节奏地舒张与收缩 n.拍子；敲击；有规律的一连串敲打 adj.筋疲力尽的；疲惫不
堪的 n.(Beat)人名；(德)贝亚特

37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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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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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egan 5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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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42 bel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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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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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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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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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ird 9 [bə:d] n.鸟；家伙；羽毛球 vt.向…喝倒彩；起哄 vi.猎鸟；观察研究野鸟 n.(Bird)人名；(英、西)伯德

47 birds 9 ['bɜːdz] n. 鸟，鸟类；禽（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）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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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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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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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bread 1 [bred] n.面包；生计 vt.在…上洒面包屑

53 breeze 1 [bri:z] n.微风；轻而易举的事；煤屑；焦炭渣；小风波 vi.吹微风；逃走 n.(Breeze)人名；(法)布雷兹

54 brighten 1 ['braitən] vi.明亮；变亮；活跃；快乐高兴 vt.使闪亮；使生辉；使快乐高兴 n.(Brighten)人名；(英)布赖滕

55 bring 2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56 broad 1 [brɔ:d] adj.宽的，辽阔的；显著的；大概的 n.宽阔部分 adv.宽阔地 n.(Broad)人名；(英、德)布罗德

57 brothers 1 英 ['brʌðə(r)] 美 ['brʌðər] n. 兄弟；教友；同胞；<俚>老兄

58 bushes 3 [bʊʃ] n. 灌木丛；矮树 v. 丛生；(以灌木)标记、保护、支撑 Bush. n. 布什(姓氏)

59 bu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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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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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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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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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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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
65 came 7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66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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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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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arrying 1 ['kærɪɪŋ] adj. 运送的；运输的 n. 运送；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.

69 cat 1 n.猫，猫科动物

70 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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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charming 1 ['tʃɑ:miŋ] adj.迷人的；可爱的 v.使陶醉（charm的现在分词）

73 cheerfully 1 ['tʃiəfəli] adv.高高兴兴地

74 chemicals 1 ['kemɪklz] n. 化学药品；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

75 child 2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76 chosen 1 ['tʃəuzən] vt.选择（choos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挑选出来的，精选的

77 circles 1 英 ['sɜːkl] 美 ['sɜ rːkl] n. 圆圈；圈子；包厢 v. 划圈；包围；盘旋；环绕

78 claws 1 [klɔː ] n. 爪；钳；螯；爪状物 v. 抓；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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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climbed 3 [klaɪm] v. 攀登；爬；上升 n. 爬；攀爬处

81 clock 1 [klɔk] n.时钟；计时器 vt.记录；记时 vi.打卡；记录时间 n.(Clock)人名；(英)克洛克

82 clouds 1 [k'laʊdz] n. 云；烟云 名词cloud的复数形式.

83 clumsy 1 ['klʌmzi] adj.笨拙的 笨拙地 不得当的 不得当地

84 cold 1 [kəuld] adj.寒冷的；冷淡的，不热情的；失去知觉的 n.寒冷；感冒 adv.完全地

85 collected 1 [kə'lektid] adj.镇定的；收集成的 v.收集；聚集（collect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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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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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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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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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could 1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90 countr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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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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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cow 10 [kau] n.奶牛，母牛；母兽 vt.威胁，恐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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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cut 1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95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96 dare 1 [dεə] n.挑战；挑动 vt.敢冒；不惧 vi.敢；胆敢 n.(Dare)人名；(英)戴尔；(意)达雷

97 dark 3 adj.黑暗的，深色的；模糊的；无知的；忧郁的 n.黑暗；夜；黄昏；模糊 n.（Dark）人名；（英）达克 n.（Dark）《暗
黑》（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）

98 d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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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days 2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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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deeply 1 ['di:pli] adv.深刻地；浓浓地；在深处

102 determined 1 [di'tə:mind] adj.决定了的；坚决的 v.决定；断定（determine的过去分词）

103 did 3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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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dirty 1 ['də:ti] adj.下流的，卑鄙的；肮脏的；恶劣的；暗淡的 vt.弄脏 vi.变脏

106 disappointed 1 [,dispɔintid] adj.失望的，沮丧的；受挫折的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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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dollars 2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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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0 dona 1 ['dəunə] n.（葡）夫人；小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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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down 4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113 Dreams 1 [driː mθ] n. 梦想 名词dream的复数形式.

114 drink 1 [driŋk] vt.喝，饮；吸收；举杯庆贺 vi.喝酒；饮水；干杯 n.酒，饮料；喝酒

115 drinking 1 ['driŋkiŋ] n.喝，饮；喝酒 v.饮（drink的ing形式）；喝

116 drove 1 n.畜群；牛群、羊群等；移动的人群或大批的东西 (Drove)人名；德罗韦 v.驾驶（drive的过去式）；赶(牲畜)；(牲畜贩
子)买卖(牲畜)

117 dry 1 [drai] adj.干的；口渴的；枯燥无味的；禁酒的 vt.把…弄干 vi.变干 n.干涸 n.(Dry)人名；(法)德里

118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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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eat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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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1 eggs 1 [egz] n. 蛋；鸡蛋 名词egg的复数形式.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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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evening 5 ['i:vniŋ] n.晚上；傍晚；（联欢性的）晚会；后期 adj.在晚上的；为晚上的；晚上用的 int.晚上好（等于goodevening）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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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every 2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126 excitement 1 [ik'saitmənt] n.兴奋；刺激；令人兴奋的事物

127 explained 3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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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eyes 3 n.眼睛（eye的复数） n.(Eyes)人名；(英)艾斯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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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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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factory 1 ['fæktəri] n.工厂；制造厂；代理店

132 fallen 1 ['fɔ:lən] adj.堕落的；落下来的；陷落的 v.落下；跌倒（fall的过去分词）

133 far 4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134 farm 4 [fɑ:m] vi.种田，务农；经营农场 n.农场；农家；畜牧场 vt.养殖；耕种；佃出（土地）

135 farms 1 英 [fɑːm] 美 [fɑ rːm] n. 农场；农田 v. 务农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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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father 1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
138 feathers 2 ['feðəz] n. 羽毛；羽衣；装束 名词feather的复数形式.

139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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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feelings 1 ['fiː lɪŋs] n.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.

142 feet 3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
143 felt 3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144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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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find 2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147 fingers 3 ['fɪŋɡəz] n. 手指 名词finger的复数形式.

148 finished 1 ['finiʃt] adj.完结的，完成的；精巧的 v.完成；结束；毁掉（finish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149 flash 1 [flæʃ] vt.使闪光；反射 n.闪光，闪现；一瞬间 vi.闪光，闪现；反射 adj.闪光的，火速的 n.(Flash)人名；(西)弗拉什

150 flew 3 [flu:] v.飞，飞翔（fly的过去式） n.(Flew)人名；(英)弗卢

151 flying 2 ['flaiiŋ] adj.飞行的 n.飞行 v.飞（fly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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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154 for 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55 forcing 1 ['fɔ:siŋ] adj.强迫的；强制的；施加压力的 n.强迫 v.强迫（force的变形）；强制

156 forest 1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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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forests 1 英 ['fɒrɪst] 美 ['fɔː rɪst] n. 森林；林火 vt. (用树林)覆盖；置于(树林中)

158 forget 1 [fə'gɛt] vt.忘记；忽略 vi.忘记 n.(Forget)人名；(法)福尔热

159 forgot 1 [fə'gɔt] v.忘记；轻忽；遗漏（forget的过去式）

160 fresh 1 [freʃ] adj.新鲜的；清新的；淡水的；无经验的 n.开始；新生；泛滥 adv.刚刚，才；最新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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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friendly 1 ['frendli] adj.友好的；亲切的；支持的；融洽的，和睦的 adv.友善地；温和地 n.(Friendly)人名；(英)弗兰德利

163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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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fu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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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gallant 1 ['gælənt] adj.英勇的，勇敢的；华丽的；雄伟的 n.(Gallant)人名；(法)加朗；(英)加伦特

167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168 gentleman 1 n.先生；绅士；有身份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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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girl 4 n.女孩；姑娘，未婚女子；女职员，女演员；（男人的）女朋友 n.（捷）吉尔

171 gi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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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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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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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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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4 golden 2 ['gəuldən] adj.金色的，黄金般的；珍贵的；金制的 n.(Golden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、德、瑞典)戈尔登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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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grabbed 1 [græbd] adj. 抓住的；攫取的 动词grab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7 grandmother 14 ['grænd,mʌðə] n.祖母；女祖先 vt.当…的祖母 vi.当祖母

178 gras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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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gray 3 [grei] adj.灰色的；苍白的；灰白头发的；阴郁的 n.灰色；暗淡的光线 vi.成为灰色或灰白 vt.使成灰色或灰白 n.(Gray)人
名；(意)格拉伊；(英、法、葡、瑞典)格雷

180 gree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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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grew 1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
182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183 gun 3 n.枪支；枪状物；持枪歹徒 vi.用枪射击；加大油门快速前进 vt.向…开枪；开大油门 n.(Gun)人名；(瑞典)贡；(英)冈；
(俄、意)古恩

184 had 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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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5 hands 1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
186 handsome 2 ['hænsəm] adj.（男子）英俊的；可观的；大方的，慷慨的；健美而端庄的

187 happy 2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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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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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91 Hawks 1 n.霍克斯（人名）；亚特兰大老鹰队（NBA球队名）

192 h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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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heard 2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194 heart 3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
195 hello 1 [he'ləu, hə-] int.喂；哈罗 n.表示问候，惊奇或唤起注意时的用语 n.(Hello)人名；(法)埃洛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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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her 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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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8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99 heron 13 ['herən] n.鹭，苍鹭；深紫灰 n.(Heron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伦；(葡)埃龙

200 hid 1 [hid] v.隐藏；遮蔽（hide的过去式）

201 hidden 1 ['hidən] adj.隐藏的 v.隐藏，躲藏（hide的过去分词） n.(Hidden)人名；(英)希登

202 hide 1 [haid] vt.隐藏；隐瞒；鞭打 vi.隐藏 n.躲藏；兽皮；躲藏处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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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higher 3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205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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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7 his 5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08 hit 1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209 hom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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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
211 hous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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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how 4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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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hunter 1 ['hʌntə] n.猎人；猎犬；搜寻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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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hunt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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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hurried 4 ['hʌrid] adj.匆忙的；草率的 v.催促；匆忙进行；急派（hurry的过去分词）

217 hu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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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if 6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19 imagine 1 vt.想象；猜想；臆断 vi.想象；猜想；想象起来

220 in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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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1 int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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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is 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23 it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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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its 9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25 Jewett 2 ['dʒu:it] n.朱厄特（姓氏）

226 job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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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228 kay 1 [kei] n.凯（女子名，等于Catherine）；K字形物 n.(Kay)人名；(中)祁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老、柬)凯

229 kee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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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231 killing 1 ['kiliŋ] adj.杀害的；迷人的；使人筋疲力尽的 n.杀戮；谋杀；猎获物 v.杀死；消磨；毁掉（kill的ing形式） n.(Killing)人
名；(德)基林

232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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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kitchen 1 ['kitʃin] n.厨房；炊具；炊事人员 n.(Kitchen)人名；(英)基钦

235 knew 3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
236 know 3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237 knows 3 英 [nəʊ] 美 [noʊ] v. 了解；知道；认识 n. 知情

238 landed 1 ['lændid] adj.拥有土地的；陆地上的 v.登陆，登岸（la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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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larg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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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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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late 3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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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lays 1 vt.搁放；放置；铺放（lay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性伙伴（lay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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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leaves 1 [li:vz] n.树叶；花瓣（leaf的复数） v.离开（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247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248 lef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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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9 legs 2 ['leɡz] n.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.

250 le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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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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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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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lips 1 [lips] n.嘴唇（lip的复数） v.用嘴唇接触；轻轻说出（lip的三单形式） n.(Lips)人名；(德、法、荷)利普斯

255 little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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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lived 2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
257 long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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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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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258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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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looked 3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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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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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lo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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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loud 1 [laud] adj.大声的，高声的；不断的；喧吵的 adv.大声地，高声地，响亮地 n.(Loud)人名；(英)劳德

265 love 1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
266 loved 1 [lʌvd] v.热爱（lov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恋爱的；受珍爱的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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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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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ma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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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man 14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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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mate 1 [meit] n.助手，大副；配偶；同事；配对物 vt.使配对；使一致；结伴 vi.交配；成配偶；紧密配合 n.(Mate)人名；(日)蛏
(姓)；(西、意、塞)马特；(波黑)马特；(罗、俄)马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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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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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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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Miles 2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277 milked 1 [mɪlk] n. 奶；牛奶；乳汁 v. 挤乳；产乳；榨取

278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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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moon 1 [mu:n] n.月亮；月球；月光；卫星 vi.闲荡；出神 vt.虚度 n.(Moon)人名；(瑞典)莫恩；(柬)蒙；(英)穆恩；(缅)孟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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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83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284 muc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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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m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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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narrator 1 [nə'reitə, næ-] n.叙述者；解说员

287 narrow 1 ['nærəu] adj.狭窄的，有限的；勉强的；精密的；度量小的 n.海峡；狭窄部分，隘路 vt.使变狭窄 vi.变窄

288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289 nearby 1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
290 neck 2 [nek] n.脖子；衣领；海峡 vi.搂著脖子亲吻；变狭窄 vt.使变细；与…搂著脖子亲吻 n.(Neck)人名；(德、意、英)内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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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nest 5 [nest] n.巢，窝；安乐窝；温床 vt.筑巢；嵌套 vi.筑巢；找鸟巢 n.(Nest)人名；(德)内丝特；(英)内丝特(女子教名Agnes威尔
士语的昵称)

293 never 3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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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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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night 2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297 nights 1 [naits] n.夜；晚上（night的复数形式） adv.每晚；在夜间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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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noisy 1 adj..嘈杂的；喧闹的；聒噪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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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 not 8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01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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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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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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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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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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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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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original 1 [ə'ridʒənəl] n.原件；原作；原物；原型 adj.原始的；最初的；独创的；新颖的

311 Orne 2 n.(Orne)人名；(英)奥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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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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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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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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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pa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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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pale 1 [peil] adj.苍白的；无力的；暗淡的 n.前哨；栅栏；范围 vt.使失色；使变苍白；用栅栏围 vi.失色；变苍白；变得暗淡 n.
(Pale)人名；(塞)帕莱

320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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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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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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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pine 7 [pain] vi.渴望，痛苦；憔悴 n.[林]松树；凤梨，菠萝 vt.为…悲哀；哀悼 adj.松木的；似松的 n.(Pine)人名；(英)派因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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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pl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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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plate 1 [pleit] n.碟；金属板；金属牌；感光底片 vt.电镀；给…装甲 n.(Plate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西、意、瑞典)普拉特

329 pleasing 1 ['pli:ziŋ] adj.令人愉快的；讨人喜欢的；合意的 v.取悦（please的现在分词）

330 present 1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
331 preserve 2 vt.保存；保护；维持；腌；禁猎 n.保护区；禁猎地；加工成的食品；（某人或群体的）专门活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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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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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proudly 1 ['praudli] adv.傲慢地，自负地；得意洋洋地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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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quietly 1 ['kwaiətli] adv.安静地；秘密地；平稳地

338 rare 1 adj.稀有的；稀薄的；半熟的 adj.杰出的；极度的；非常好的 adv.非常；极其 vi.用后腿站起；渴望

339 rays 1 [reɪz] n. 射线 名词ray的复数形式.

340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341 reached 3 到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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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2 recognize 1 ['rekəgnaiz] vt.认出，识别；承认 vi.确认，承认；具结

343 remembered 1 英 [rɪ'membə(r)] 美 [rɪ'membər] v. 记得；想起；记住，铭记；回忆；提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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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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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rise 2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347 roa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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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romantic 1 [rəu'mæntik] adj.浪漫的；多情的；空想的 n.浪漫的人 vt.使…浪漫化

349 rough 1 [rʌf] adj.粗糙的；粗略的；粗野的；艰苦的；未经加工的 vt.使粗糙；粗暴对待；草拟 n.艰苦；高低不平的地面；未经
加工的材料；粗糙的部分 vi.举止粗野 adv.粗糙地；粗略地；粗暴地 n.(Rough)人名；(英)拉夫

350 sad 1 [sæd] adj.难过的；悲哀的，令人悲痛的；凄惨的，阴郁的（形容颜色）
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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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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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sanct 1 圣

354 sap 1 [sæp] n.[植]树液；精力，元气；活力；坑道 vt.使衰竭，使伤元气；挖掘以破坏基础 vi.挖坑道 n.(Sap)人名；(柬)萨；(越)
插

355 sarah 2 ['sεərə] n.莎拉（女子名）；萨拉（《圣经》中的人物）

356 sat 1 [sæt] v.坐（sit的过去式，过去分词） n.(Sat)人名；(中)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萨；(印)萨特

357 saw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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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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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scientist 1 ['saiəntist] n.科学家

360 scratched 1 [skrætʃ] v. 抓；搔（痒）；划破；划掉 n. 抓痕；乱写；抓的声音；起跑线 adj. 无让步的

361 secret 3 ['si:krit] n.秘密；秘诀；机密 adj.秘密的；机密的 n.(Secret)人名；(法)塞克雷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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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se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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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seemed 2 [siː m] vi. 似乎；好像

365 seen 5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366 shadows 2 英 ['ʃædəʊ] 美 ['ʃædoʊ] n. 影子；阴影；阴暗；荫；暗处 vt. 投阴影于；跟踪；预示 vi. 渐变；变阴暗 adj. 影子内阁的；阴
影的

367 share 1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
368 sharp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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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she 4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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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70 shoot 1 [ʃu:t] vt.射击，射中；拍摄；发芽；使爆炸；给…注射 vi.射击；发芽；拍电影 n.射击；摄影；狩猎；急流
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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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shot 1 n.发射；炮弹；射手；镜头 adj.用尽的；破旧的；杂色的，闪光的 v.射击（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73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374 shy 1 [ʃai] adj.害羞的；畏缩的，胆怯的 vi.投；畏缩；惊退；厌恶 vt.投；乱掷 n.投掷；惊跳 n.(Shy)人名；(英)夏伊
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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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sigh 1 [sai] vi.叹息，叹气 n.叹息，叹气 vt.叹息，叹气

377 silent 4 ['sailənt] adj.沉默的；寂静的；无记载的 n.无声电影

378 silver 1 ['silvə] n.银；银器；银币；银质奖章；餐具；银灰色 adj.银的；含银的；有银色光泽的；口才流利的；第二十五周年的
婚姻 vi.变成银色 vt.镀银；使有银色光泽 n.(Silver)人名；(法)西尔韦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西尔弗

3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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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singing 1 ['siŋiŋ] n.歌唱；歌声；耳鸣；振鸣 adj.唱歌的；音乐般的 v.唱歌（sing的ing形式）

381 sisters 1 ['sɪstəz] 名词sister的复数形式

382 sitting 1 ['sitiŋ] n.入席，就坐；开庭；孵卵；坐着的一段时间 adj.坐着的；孵卵中的；在任期中的 v.坐；坐落（sit的ing形式） 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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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itting)人名；(英)西廷

383 sk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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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slender 1 ['slendə] adj.细长的；苗条的；微薄的

385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386 slowly 3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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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smiling 2 ['smailiŋ] adj.微笑的；欢快的

389 smoothed 1 [smuːðd] adj. 平滑的 动词smoot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90 so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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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1 sof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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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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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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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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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sound 2 [saund] vt.听（诊）；测量，测…深；使发声；试探；宣告 n.声音，语音；噪音；海峡；吵闹；听力范围；[医]探条 adj.
健全的，健康的；合理的；可靠的；有效彻底的 adv.彻底地，充分地 vi.听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回响；测深

396 speak 2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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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399 spent 2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
400 splendid 1 ['splendid] adj.辉煌的；灿烂的；极好的；杰出的

401 standing 1 ['stændiŋ] adj.长期的；直立的；固定的 n.站立；持续；身分 v.站立；坚持不变；坐落于（stand的ing形式） n.
(Standing)人名；(英)斯坦丁；(德)施坦丁

402 star 1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403 staring 1 ['stεəriŋ] adj.凝视的，目不转睛的；瞪着眼的；显眼的 v.凝视；盯着看；显眼（stare的ing形式） n.(Staring)人名；(英、
瑞典)斯塔林

4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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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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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407 sticky 1 ['stiki] adj.粘的；粘性的

408 stiff 1 adj.呆板的；坚硬的；僵硬的；严厉的；拘谨的；稠的；（价格）高昂的；（酒）烈性的 adv.极其；僵硬地；彻底地 n.
死尸；令人讨厌者；流通票据；劳动者 vt.诈骗；失信

409 st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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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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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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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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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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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strange 3 [streindʒ] adj.奇怪的；陌生的；外行的 adv.奇怪地；陌生地，冷淡地 n.(Strange)人名；(英)斯特兰奇；(瑞典、塞)斯特
朗格

415 stranger 4 ['streidʒə] n.陌生人；外地人；局外人 n.(Stranger)人名；(瑞典)斯特朗格；(英)斯特兰杰

416 stream 2 [stri:m] n.溪流；流动；潮流；光线 vi.流；涌进；飘扬 vt.流出；涌出；使飘动

417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418 stuff 1 [stʌf] n.东西；材料；填充物；素材资料 vt.塞满；填塞；让吃饱 vi.吃得过多

419 suddenly 2 ['sʌdnli] adv.突然地；忽然

420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421 sun 3 [sʌn] n.太阳 vt.使晒 vi.晒太阳 n.(Sun)人名；(中)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孙；(缅)素；(土)松

4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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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sweet 2 [[swi:t] adj.甜的；悦耳的；芳香的；亲切的 n.糖果；乐趣；芳香；宝贝 （俚）酷毙了 n.(Sweet)人名；(英)斯威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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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4 sylvie 46 n.塞尔维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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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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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7 tall 4 [tɔ:l] adj.高的；长的；过分的；夸大的 adv.夸大地 n.(Tall)人名；(马里、阿拉伯)塔勒；(芬、罗、瑞典)塔尔；(英)托尔；
(土)塔勒

428 taller 1 [tɔː l] adj. 高的

429 teeth 1 [ti:θ] n.牙齿

4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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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1 ten 1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
432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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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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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the 11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4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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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6 them 5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437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4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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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9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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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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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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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4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445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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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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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7 through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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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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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9 tiny 1 ['taini] adj.微小的；很少的 n.(Tiny)人名；(葡、印)蒂尼

4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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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51 together 3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452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453 too 4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454 top 3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455 town 2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456 tre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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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7 tre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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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8 tremble 1 ['trembl] vi.发抖；战栗；焦虑；摇晃 vt.使挥动；用颤抖的声音说出 n.颤抖；战栗；摇晃

459 trembling 1 [trembliŋ] n.发抖；战栗；担心 adj.发抖的；战栗的；哆嗦的 v.颤抖（tremble的ing形式）；战悚

460 tried 1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
461 trip 1 [trip] vi.绊倒；远足；犯错误；轻快地走 n.旅行；绊倒；差错 vt.绊倒；使犯错 n.(Trip)人名；(荷)特里普

462 trun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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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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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4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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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65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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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unsuspecting 1 [,ʌnsə'spektiŋ] adj.不怀疑的；未猜想到…的

468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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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9 us 2 pron.我们

470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471 ve 3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472 Vermont 1 [və:'mɔnt] n.佛蒙特州（美国州名，略作VT）

473 version 1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4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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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5 visited 1 v.拜访，访问（visit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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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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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8 waited 1 [weɪt] v. 等；等待 n. 等待；等候

479 waking 1 ['weikiŋ] adj.醒着的 v.醒来，唤醒；唤起（记忆）（wak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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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1 want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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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2 was 2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483 wasn 1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
484 watched 2 英 [wɒtʃ] 美 [wɑ tːʃ] v. 注视；看守；观看 n. 手表；监视；看守；值班

4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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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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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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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8 welcome 1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
4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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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491 were 5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492 west 1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493 w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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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whe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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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5 where 6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4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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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7 whistle 5 n.口哨；汽笛；呼啸声 vt.吹口哨；鸣汽笛

498 white 13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499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500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501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502 wil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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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wings 2 [wiŋz] n.[昆]翅膀（wing的复数形式）；飞行章；女童军戴的一种翼形章 n.(Wings)人名；(德)温斯

504 with 1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505 wondered 1 英 ['wʌndə(r)] 美 ['wʌndər] n. 惊奇；惊愕；奇迹；奇观 v. 惊奇；想知道；怀疑 adj. 奇妙的；非凡的

506 wonderful 1 adj.极好的，精彩的，绝妙的；奇妙的；美妙；胜；神妙

5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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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08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509 would 9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510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511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512 you 10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513 young 15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
永；(英、葡)扬

514 your 4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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