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4-26 [Words and Their Stories] How Fast Is 'Two Shakes of a
Lamb's Tail' 词频表词频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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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the 1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 i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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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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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6 tail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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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lamb 9 [læm] n.羔羊，小羊；羔羊肉 vt.生小羊，产羔羊 vi.生小羊，产羔羊 n.(Lamb)人名；(英)兰姆；(德)兰布

8 shakes 9 [ʃeɪk] v. 摇动；震动；握手 n. 片刻；摇晃；<美口>奶昔

9 two 9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0 be 8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1 to 8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(普
通话·威妥玛)

12 w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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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nd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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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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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this 7 [ðis, 弱ðəs] pron.这；这个；这里 adj.这；本；这个；今 adv.这样地；这么 n.(This)人名；(法)蒂斯

16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7 b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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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cute 6 [kju:t] adj.可爱的；漂亮的；聪明的，伶俐的

19 i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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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1 something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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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nimal 5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23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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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English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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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expression 5 [英 [ɪk'spreʃn] 美 [ɪkˈsprɛʃən] n.表现，表示，表达；表情，脸色，态度，腔调，声调；式，符号；词句，语句，措
辞，说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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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say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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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ac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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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expressions 4 [ik'spreʃənz] n.[数]表达式；表情；公式；表示式（expression是复数形式）

30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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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us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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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would 4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3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4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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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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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a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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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happens 3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38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39 lambs 3 [læm] n. 小羊；羔羊肉；羔羊；温顺的人 vi. 产羊羔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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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ll 3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42 par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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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speed 3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繁
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44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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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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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word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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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7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48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49 emergency 2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50 example 2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51 factor 2 ['fæktə] n.因素；要素；[物]因数；代理人 vi.做代理商 vt.把…作为因素计入；代理经营；把…分解成 n.(Factor)人名；(英)
法克特

52 feel 2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53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54 fun 2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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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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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58 language 2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59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60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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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matteo 2 n. 马泰奥

62 maybe 2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63 nex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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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65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66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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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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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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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quickly 2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70 reassured 2 英 [ˌriː ə'ʃʊə(r)] 美 [ˌriː ə'ʃʊr] v. 使…安心；再保证；重拾(信心等)

71 related 2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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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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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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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5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

76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77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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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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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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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82 VOA 2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83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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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86 w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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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88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89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90 afraid 1 [ə'freid] adj.害怕的；恐怕；担心的

91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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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attractive 1 [ə'træktiv] adj.吸引人的；有魅力的；引人注目的

94 baby 1 ['beibi] n.婴儿，婴孩；孩子气的人 vt.纵容，娇纵；把……当婴儿般对待 adj.婴儿的；幼小的 n.(Baby)人名；(法、葡)巴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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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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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blink 1 [bliŋk] vt.眨眼；使…闪烁 vi.眨眼；闪烁 n.眨眼；瞬间；闪光 n.(Blink)人名；(德)布林克

98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99 brb 1 ['biː 'ɑ rːb'iː ] abbr. 马上回来（=be right back）

100 by 1 prep.通过；被；依据；经由；在附近；在……之前 adv.通过；经过；附近；[互联网]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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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car 1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103 cat 1 n.猫，猫科动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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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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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cheetah 1 ['tʃi:tə] n.[脊椎]猎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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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cuter 1 adj.可爱的；聪明的（cute的比较级）

109 describe 1 [di'skraib] vt.描述，形容；描绘

110 descriptive 1 [di'skriptiv] adj.描写的，叙述的；描写性的

111 doubtful 1 ['dautful] adj.可疑的；令人生疑的；疑心的；不能确定的

112 drawback 1 ['drɔ:bæk] n.缺点，不利条件；退税

113 drawbacks 1 [d'rɔː bæks] 弊端

114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115 edited 1 ['edɪt] vt. 剪辑；编辑；校订

116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117 emergencies 1 [ɪ'mɜːdʒənsɪz] n. 紧急事件；紧急需要 名词emergency的复数形式.

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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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20 exact 1 adj.准确的，精密的；精确的 vt.要求；强求；急需 vi.勒索钱财

121 experts 1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22 extends 1 [ɪk'stend] v. 延伸；延长；伸展；扩展；提供；使竭尽全力

123 eye 1 [ai] n.眼睛；视力；眼光；见解，观点 vt.注视，看 n.(Eye)人名；(德)艾厄；(英)艾

124 first 1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125 flexible 1 ['fleksibl] adj.灵活的；柔韧的；易弯曲的

126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
127 Geor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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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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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go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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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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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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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133 guessed 1 [ɡes] v. 推测；猜中；以为 n. 猜测；猜想

134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35 hare 1 [hεə] n.野兔 n.(Hare)人名；(印)哈雷；(英)黑尔；(法)阿尔

136 heartbeat 1 ['hɑ:tbi:t] n.心跳；情感

137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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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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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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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image 1 ['imidʒ] n.影像；想象；肖像；偶像 vt.想象；反映；象征；作…的像 n.(Image)人名；(法)伊马热

143 influence 1 ['influəns] n.影响；势力；感化；有影响的人或事 vt.影响；改变

144 injured 1 ['indʒəd] adj.受伤的；受损害的

145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46 involves 1 英 [ɪn'vɒlv] 美 [ɪn'vɑːlv] vt. 包含；使忙于；牵涉；使卷入；使陷入

147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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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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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151 letter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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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2 lightning 1 adj.闪电的；快速的 n.闪电 vi.闪电

153 lion 1 ['laiən] n.狮子；名人；勇猛的人；社交场合的名流 n.(Lion)人名；(西、葡)利昂；(德、法、意、捷、瑞典)利翁；(英)莱昂

154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155 lying 1 adj.说谎的；躺着的，卧着的 n.说谎；横卧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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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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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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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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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60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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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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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movements 1 ['muːvmənts] n. 动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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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muc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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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167 none 1 [nʌn] pron.没有人；一个也没有；没有任何东西 adj.没有的，一点没有的 adv.决不，一点也不 n.(None)人名；(葡、罗)诺
内；(日)野根(姓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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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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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172 rarely 1 ['rεəli] adv.很少地；难得；罕有地

173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174 rear 1 [riə] vt.培养；树立；栽种 vi.暴跳；高耸 adv.向后；在后面 adj.后方的；后面的；背面的 n.后面；屁股；后方部队

175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176 relate 1 [ri'leit] vt.叙述；使…有联系 vi.涉及；认同；符合；与…有某种联系

177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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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180 se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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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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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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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shake 1 vt.动摇；摇动；震动；握手 vi.动摇；摇动；发抖 n.摇动；哆嗦

185 shaking 1 ['ʃeikiŋ] n.震动，震惊；挥动，摇动 v.握手（shake的ing形式）；摇动；颤动

186 sheep 1 [ʃiː p] n.羊，绵羊；胆小鬼

187 shorten 1 ['ʃɔ:tən] vt.缩短；减少；变短 vi.缩短；变短

188 simply 1 ['simpli] adv.简单地；仅仅；简直；朴素地；坦白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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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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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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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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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speaking 1 ['spi:kiŋ] adj.演讲的；富于表情的，雄辩的 n.说话；演讲 v.讲（speak的ing形式）

194 specific 1 [spi'sifik] adj.特殊的，特定的；明确的；详细的；[药]具有特效的 n.特性；细节；特效药

195 speedy 1 ['spi:di]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；敏捷的 n.(Speedy)人名；(英)斯皮迪

196 spoken 1 ['spəukən] adj.口语的，口头的 v.说（speak的过去分词）

197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198 street 1 [stri:t] n.街道 adj.街道的 n.(Street)人名；(英、葡)斯特里特；(德)施特雷特

199 suspect 1 [sə'spekt, 'sʌspekt] n.嫌疑犯 adj.可疑的；不可信的 vt.怀疑；猜想 vi.怀疑；猜想

200 tails 1 [teilz] n.尾部（tail的复数形式）；尾矿；燕尾服；钱币背面 v.给…装上尾巴（tai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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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02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203 talking 1 ['tɔ:kiŋ] adj.说话的，多嘴的；有表情的 n.讲话，谈论 v.谈论；讲话（talk的ing形式） n.(Talking)人名；(英)托金

204 text 1 [tekst] n.[计]文本；课文；主题 vt.发短信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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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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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209 upset 1 vt.使心烦；颠覆；扰乱 vi.翻倒 adj.心烦的；混乱的；弄翻的 n.混乱；翻倒；颠覆

210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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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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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214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15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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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