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周 
一

（274 个单词）

able  //
adj. 能；[ 经管 ] 有能力的；能干的

achieve  //
vt. 达到；完成 vi. 达到目的；如愿以偿

add  //
vi. 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 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
计算…总和 n. 加法，加法运算

advice  //
n. 建议；忠告；劝告；通知

again  //
adv. 又，此外；再一次

ahead  //
adv. 向前面；领先；提前

all  //
det. 所有；全部；一切；全部的 adv. 全然地；越发

also  //
adv. 也；而且；同样 

angry  //
adj. 生气的；愤怒的；狂暴的；（伤口等）发炎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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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ybody  //
pron. 任何人 n. 重要人物

April  // n. 四月

arrive  // vi. 到达；成功；达成；出生

ask  //
vt. 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 问，询问；
要求

attend  //
vt. 出席；上（大学等）；照料；招待；陪伴 vi. 出席；
致力于；照料；照顾

average  //
n. 平均；平均数 adj. 平均的；普通的 vt. 算出…的平均数；
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

bag  //
n. 袋；猎获物；（俚）一瓶啤酒 vt. 猎获；把…装入袋中；
[ 口 ] 占据，私吞；使膨大 vi. 松垂

bargain  //
n. 交易；契约；特价商品 vi. 讨价还价；商讨条件 

bathe  //
vt. 沐浴；用水洗 vi. 洗澡；沐浴 n. 洗澡；游泳

beast  //
n. 野兽；畜生，人面兽心的人

bee  // n. 蜜蜂，蜂；勤劳的人

behind  //
prep. 在（或向）…的后面；落后于；支持 adv. 在后地；
在原处 n. 屁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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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nd  //
vt.使弯曲；使屈服；使致力；使朝向 vi.弯曲，转弯；屈服；
倾向；专心于 n. 弯曲

big  //
adj. 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 大大地；给人印象深地

bit  //
n. [计 ] 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
老一套 vt. 控制 adj. 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

blind  //
adj. 盲目的；瞎的 vt. 使变瞎；使眼花 adv. 盲目地；视线
受阻挡 n. 掩饰，借口；百叶窗

body  //
n. 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 赋以形体

both  //
det. 两个；两者皆 pron. 双方都；两者都 

brain  //
n. 头脑，智力；脑袋 vt. 猛击…的头部

breathe  //
vi. 呼吸；低语；松口气；（风）轻拂 vt. 呼吸；使喘息；
流露；低声说

broom  //
n. 扫帚；金雀花 vt. 扫除 vi. 桩顶开花或开裂

burn  //
vt. 燃烧；烧毁，灼伤；激起…的愤怒 vi. 燃烧；烧毁；
发热 n. 灼伤，烧伤；烙印

but  /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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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nj. 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 仅仅，只 prep. 除…以外

cabbage  //
n. 卷心菜，甘蓝菜，（俚 ) 脑袋

camp  //
vi. 露营；扎营 vt. 扎营；使扎营 n. 露营

car  // n. 汽车；车厢

carry  /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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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ause  //
n. 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 引起；使遭受

century  //
n. 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chance  //
n. 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 偶然发生；冒…
的险 vi. 碰巧；偶然发现 adj. 意外的，偶然的

cheer  //
vt. 欢呼；使高兴；为…加油 n. 欢呼；愉快；心情；令
人愉快的事 vi. 欢呼；感到高兴

child  // n. 儿童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

cigar  // n. 雪茄

class  //
n. 阶级；班级；种类 vt. 分类；把…分等级 adj. 极好的

clinic  // n. 临床；诊所

cloudy  /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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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dj. 多云的；阴天的；愁容满面的

coin  //
vt. 铸造（货币）；杜撰，创造 n. 硬币，钱币

come  //
vi. 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 做；假装；
将满（…岁） int. 嗨！

company  //
n. 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 交往 vt. 陪伴

condition  //
n. 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 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
以…为条件

content  //
n. 内容，目录；满足；容量 adj. 满意的；愿意 vt. 满意，
知足；使满足

cool  //
adj. 凉爽的；冷静的；出色的 vt. 使…冷却；使…平静下
来 vi. 变凉；平息 n. 凉爽；凉爽的空气

cotton  //
n. 棉花；棉布；棉线 vi. 一致；理解；和谐；亲近 adj. 棉的；
棉制的

couple  //
n. 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 结合；成婚 vt. 结合；连接；连合

crazy  // adj. 疯狂的；狂热的，着迷的

cruel  // 
adj. 残酷的，残忍的；使人痛苦的

curious  /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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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dj. 好奇的，有求知欲的；古怪的；爱挑剔的

daily  //
adj. 日常的；每日的 n. 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 日常
地；每日，天天

dark  //
adj. 黑暗的，深色的；模糊的；无知的；忧郁的 n. 黑暗；
夜；黄昏；模糊

deal  //
vt. 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 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
生意 n. 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分量

deed  // n. 行动；证书；[ 法 ] 契据 vt. 立契转让

delicious  // adj. 美味的；可口的

describe  // vt. 描述，形容；描绘

determine  //
vt. 决定；判决；使…下定决心 vi. 确定；决定；判决，
终止

dictation  // n. 听写；口述；命令

dig  // vt. 挖，掘；探究 vi. 挖掘 n. 戳，刺；挖苦

disagree  //
vi. 不同意；不一致；争执；不适宜

disease  //
n. 病，[ 医 ] 疾病；弊病 

divide  //
vt. 划分；除；分开；使产生分歧 vi. 分开；意见分歧 n.[ 地
理 ] 分水岭，分水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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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oubt  //
n. 怀疑；疑问；疑惑 v. 怀疑；不信；恐怕；拿不准

drawing  //
n. 图画；牵引；素描术 v. 绘画；吸引（draw 的 ing 形式）；
拖曳

drop  //
vt. 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 下降；终止 n. 滴；
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duty  // n. 责任；[ 税收 ] 关税；职务

east  //
n. 东方；东部；东方国家 adj. 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
来的 adv. 向东方，在东方

effort  // n. 努力；成就

elephant  // n. 象；大号图画纸

endless  //
adj. 无止境的；连续的；环状的；漫无目的的

entire  // adj. 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

especially  // adv. 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everyday  //
adj. 每天的，日常的

examine  //
vt. 检查；调查； 检测；考试 vi. 检查；调查

exercise  //
n. 运动；练习；运用；操练；礼拜；典礼 vt. 锻炼；练习；
使用；使忙碌；使惊恐 vi. 运动；练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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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xplain  // v. 说明；解释

face  //
n. 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 向；朝 vt. 面对；
面向；承认；抹盖

fall  //
vi. 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 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 砍倒；
击倒 adj. 秋天的

farm  /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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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fault  //
n. 故障；[ 地质 ] 断层；错误；缺点；毛病；（网球等）
发球失误 vi. 弄错；产生断层 vt.（通常用于疑问句或否
定句）挑剔

feel  //
vt. 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 觉得；摸索 n. 感觉；触摸

field  //
n. 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 担任场外队员 
adj. 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

fill  /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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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fire  //
n. 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 点燃；
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 着火；射击；
开枪；激动；烧火

fix  /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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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t. 使固定；修理；安装；准备 vi. 固定；注视 n. 困境；
方位；贿赂

floor  /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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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fond  // adj. 喜欢的；温柔的；宠爱的

forbid  // vt. 禁止；妨碍，阻止

fork  //
n. 叉；餐叉；耙 vt. 叉起；使成叉状 vi. 分叉；分歧

found  //
vt. 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 找到（find 的过去分词）

frequent  //
adj. 频繁的；时常发生的；惯常的 vt. 常到，常去；时常
出入于

frighten  // vt. 使惊吓；吓唬… vi. 害怕，惊恐

fun  //
n. 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 供娱乐用的 vi. 开玩笑

game  // n. 游戏；比赛 adj. 勇敢的 vi. 赌博

generation  //
n. 一代；产生；一代人；生殖

give  /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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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goal  //
n. 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 攻门，射门得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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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oods  //
n. 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grand  //
adj. 宏伟的；豪华的；极重要的 n. 大钢琴；一千美元

gray  /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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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grow  //
vi. 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 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

hair  //
n. 头发；毛发；些微 vt. 除去…的毛发 vi. 生长毛发；形
成毛状纤维

handbag  // n. 手提包

hardly  // adv. 几乎不，简直不；刚刚

head  /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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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heat  //
n. 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 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
her  // pron. 她 det. 她的

high  /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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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hit  //
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