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6-03 [Words and Their Stories] Quarantini_ Moronavirus_
COVID-10_ Wordplay Brings Humor to These Time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and 1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 to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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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is 1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5 of 1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6 or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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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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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r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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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words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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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 people 1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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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3 hav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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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quarantine 8 ['kwɔrənti:n] vt.检疫；隔离；使隔离 n.检疫；隔离；检疫期；封锁 vi.实行隔离

15 b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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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curve 7 [kə:v] n.曲线；弯曲；曲线球；曲线图表 vt.弯；使弯曲 vi.成曲形 adj.弯曲的；曲线形的

17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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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w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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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much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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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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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3 word 6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
24 another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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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ca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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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7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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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hom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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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i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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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0 lik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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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migh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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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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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34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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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coronavirus 4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36 drink 4 [driŋk] vt.喝，饮；吸收；举杯庆贺 vi.喝酒；饮水；干杯 n.酒，饮料；喝酒



37 fattening 4 ['fætniŋ] adj.正被养肥的；用于养肥禽畜的 v.养肥（fatten的ing形式）

38 hel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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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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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someone 4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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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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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alcoholic 3 [,ælkə'hɔlik] adj.酒精的，含酒精的 n.酒鬼，酗酒者

45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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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7 during 3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48 eat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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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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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le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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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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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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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54 pandemic 3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55 situation 3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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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teenagers 3 ['tiː nˌeɪdʒəz] n. 青少年 名词teenager的复数形式.

58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9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60 too 3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61 weight 3 [weit] n.重量，重力；负担；砝码；重要性 vt.加重量于，使变重 n.(Weigh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格特

62 Alice 2 ['ælis] n.爱丽丝（女子名）

63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64 become 2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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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67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68 bored 2 [bɔ:d] adj.无聊的；无趣的；烦人的 v.使厌烦（bore的过去式）；烦扰

69 born 2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70 Bryant 2 ['braiənt] n.布赖恩特（男子名，等于Brian）

71 combines 2 [kəm'baɪn] v. 联合；使结合；结合 n. 集团；联合收割机；联合企业

72 crisis 2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73 distancing 2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
74 drinks 2 [drɪŋks] n. 饮料 名词drink的复数形式.

75 ease 2 [i:z] vt.减轻，缓和；使安心 n.轻松，舒适；安逸，悠闲 vi.减轻，缓和；放松；灵活地移动

76 food 2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77 foods 2 [fuːdz] n. 食品 名词food的复数形式.

78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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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

79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80 heavy 2 adj.沉重的；繁重的，巨大的；拥挤的；阴沉的 n.重物；严肃角色 adv.大量地；笨重地

81 instead 2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82 l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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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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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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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mean 2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
86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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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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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89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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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play 2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92 pounds 2 [paʊnd] n. 磅；英镑 n. （汽车）扣押所；宠物收留所 vt. 捣碎；敲打；连续猛击 vi. 咚咚地走；怦怦地响

93 probably 2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94 refrigerator 2 [ri'fridʒəreitə, ri:-] n.冰箱，冷藏库

95 relate 2 [ri'leit] vt.叙述；使…有联系 vi.涉及；认同；符合；与…有某种联系

96 result 2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97 rul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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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8 safe 2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99 serious 2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100 social 2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101 sounds 2 ['saʊndz] n. 声音，响声（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） v. 听起来；感觉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发音（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
形式）

102 spre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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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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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105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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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tim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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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trying 2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109 us 2 pron.我们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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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virus 2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112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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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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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116 wine 2 [wain] n.酒，葡萄酒；紫红色 vi.喝酒 vt.请…喝酒 n.(Wine)人名；(英)瓦恩

117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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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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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ages 1 [eɪdʒ] n. 年龄；时代；时期；长时间 v. （使）变老；（使）陈化

122 alcohol 1 ['ælkəhɔl] n.酒精，乙醇

123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124 annoyed 1 [ə'nɔid] adj.恼怒的；烦闷的 v.使烦恼；打扰（annoy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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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27 babies 1 ['beɪbi] n. 婴儿；宝贝儿；孩子气的人 adj. 婴儿的；小型的 vt. 溺爱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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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30 beer 1 [biə] n.啤酒 vi.喝啤酒 n.(Beer)人名；(法、德、俄、罗、捷、瑞典)贝尔；(英、西、南非)[纺]比尔

131 behave 1 [bi'heiv] vi.表现；（机器等）运转；举止端正；（事物）起某种作用 vt.使守规矩；使表现得…

132 borrows 1 英 ['bɒrəʊ] 美 ['bɑːroʊ] v. 借；借鉴；抄袭

133 bri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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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brings 1 [brɪŋz] v. 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劝诱（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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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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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138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139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0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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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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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conceive 1 [kən'si:v] vt.怀孕；构思；以为；持有 vi.怀孕；设想；考虑

144 conceived 1 [kən'siː v] v. 设想；想出；怀孕

145 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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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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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device 1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149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50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151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
152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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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4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155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156 ends 1 ['endz] n. 结束；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.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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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equal 1 ['i:kwəl] adj.平等的；相等的；胜任的 vt.等于；比得上 n.对手；匹敌；同辈；相等的事物

159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160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161 exercise 1 ['eksəsaiz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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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62 explore 1 [ik'splɔ:] vt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 vi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

163 expressi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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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expressions 1 [ik'spreʃənz] n.[数]表达式；表情；公式；表示式（expression是复数形式）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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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faces 1 ['feɪsɪz] n.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.

167 facial 1 ['feiʃəl] adj.面部的，表面的；脸的，面部用的 n.美容，美颜；脸部按摩

168 fatten 1 ['fætn] vt.养肥；使肥沃；使充实 vi.养肥；（靠…）发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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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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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flattening 1 ['flætniŋ] n.整平；扁率；压扁作用 v.压扁（flatten的ing形式）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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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3 foolish 1 ['fu:liʃ] adj.愚蠢的；傻的

174 funny 1 adj.有趣的，好笑的，滑稽的；（口）稀奇的，古怪的，奇异的；有病的，不舒服的；狡猾的，欺骗（性）的，可疑
的，不光明 n.滑稽人物；笑话，有趣的故事；滑稽连环漫画栏；（英）（比赛用）单人双桨小艇

175 furlough 1 ['fə:lau] n.休假；暂时解雇；放假 vt.准假；暂时解雇

176 gain 1 [gein] n.增加；利润；收获 vt.获得；增加；赚到 vi.增加；获利 n.(Gain)人名；(英、匈、法)盖恩

177 gained 1 [geɪnd] adj.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78 gaining 1 ['geɪnɪŋ] n. 开槽 动词gain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79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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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healthiest 1 ['helθɪɪst] adj. 最健康的，最自然的（形容词healthy的最高级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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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hoped 1 英 [həʊpt] 美 [hoʊpt] adj. 希望的；盼望的 动词ho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84 hospitals 1 ['hɒspɪtlz] 医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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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187 humor 1 ['hju:mə] n.幽默，诙谐；心情 vt.迎合，迁就；顺应

188 idiot 1 ['idiət] n.笨蛋，傻瓜；白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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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ignores 1 英 [ɪɡ'nɔː(r)] 美 [ɪɡ'nɔːr] vt. 忽视；不理；不顾

191 ingredient 1 [in'gri:diənt] n.原料；要素；组成部分 adj.构成组成部分的

192 ingredients 1 [ɪŋ'riː diənts] n. 配料；作料；材料 名词ingredient的复数形式.

193 insult 1 [in'sʌlt] vt.侮辱；辱骂；损害 n.侮辱；凌辱；无礼

194 insulting 1 [in'sʌltiŋ] adj.侮辱的，无礼的；污蔑的；损害人体的 v.侮辱；损害（insult的ing形式）

195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196 join 1 [dʒɔin] vt.参加；结合；连接 vi.加入；参加；结合 n.结合；连接；接合点 n.(Join)人名；(法)茹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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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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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
200 kilograms 1 ['kɪləgræm] 千克； 公斤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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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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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language 1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204 laugh 1 [lɑ:f, læf] n.笑；引人发笑的事或人 vi.笑 vt.以笑表示；使…笑得



205 laughing 1 ['lɑ:fiŋ, 'læf-] adj.可笑的；高兴的；带笑的 n.笑；笑声 v.笑（laugh的ing形式）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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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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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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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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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1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212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213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214 lo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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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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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losing 1 ['lu:ziŋ] n.损失；失败 adj.输的；失败的；导致失败的 v.失去；损失（lose的ing形式）；错过

217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218 Margarita 1 [,ma:gə'ri:tə] n.玛格丽塔（Margaret的异体，女子名）；玛格丽塔（一种鸡尾酒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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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martini 1 [mɑ:'ti:ni] n.马提尼（一种鸡尾酒，等于Martini） n.(Martini)人名；(英)马蒂尼；(德、法、俄、西、意、塞、罗、葡、
瑞典)马丁尼

221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222 mayor 1 ['mεə] n.市长 n.(Mayor)人名；(英)梅厄；(法、西、俄)马约尔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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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4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225 merlot 1 [mεə'ləu] n.梅乐，梅鹿汁（红葡萄酒名） n.(Merlot)人名；(法)梅洛

226 Mexican 1 ['meksikən] adj.墨西哥的；墨西哥人的 n.墨西哥人；墨西哥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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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mixed 1 [mikst] adj.混合的；形形色色的；弄糊涂的 v.混合；弄混（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29 moron 1 ['mɔ:rɔn, 'məu-] n.傻瓜；痴愚者；笨人 n.(Moron)人名；(英)莫伦；(法、意、葡、匈)莫龙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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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232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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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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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normal 1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236 number 1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
237 oh 1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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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orders 1 英 ['ɔːdə(r)] 美 ['ɔːrdər] n. 顺序；条理；订单；命令；秩序；阶层；[生]目；点的东西 v. 命令；定购；调整；整理；点
餐；预定，订货

240 ounces 1 n. 盎司，英两；安士（ounce的复数）

241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
242 periods 1 ['pɪrɪədz] n.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.

243 physical 1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

244 pound 1 [paund] n.英镑；重击，重击声；兽栏；拘留所 vt.捣烂；敲打；监禁，拘留 vi.连续重击，猛击 n.(Pound)人名；(英)庞德

245 pregnant 1 ['pregnənt] adj.怀孕的；富有意义的

246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247 preventing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
248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249 product 1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
250 p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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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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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3 restless 1 ['restlis] adj.焦躁不安的；不安宁的；得不到满足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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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room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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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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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safer 1 ['seɪfər] adj. 更安全的 形容词safe的比较级.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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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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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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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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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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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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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smile 1 [smail] vi.微笑 n.微笑；笑容；喜色 vt.微笑着表示 n.(Smile)人名；(塞)斯米莱

267 smiles 1 [s'maɪlz] v. 微笑（动词smi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笑容（名词smile的复数形式）

268 smooth 1 [smu:ð] adj.顺利的；光滑的；平稳的 vt.使光滑；消除（障碍等）；使优雅；缓和 n.平滑部分；一块平地 vi.变平静；
变平滑 adv.光滑地；平稳地；流畅地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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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271 speak 1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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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and 1 [stænd] vi.站立；位于；停滞 vt.使站立；忍受；抵抗 n.站立；立场；看台；停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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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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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staying 1 英 ['steɪɪŋ] 美 ['steɪŋ] n. 拉线(撑；刚性结合)；停留 动词stay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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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279 struggles 1 ['strʌɡl] vi. 努力；奋斗；斗争；挣扎 n. 斗争；竞争；奋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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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sympathy 1 ['simpəθi] n.同情；慰问；赞同

282 tak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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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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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teenager 1 ['ti:n,eidʒə] n.十几岁的青少年；十三岁到十九岁的少年



286 temporarily 1 ['tempərərili, ,tempə'rεə-] adv.临时地，临时

287 terms 1 [tə:mz] n.地位，关系；[法]条款；术语；措辞；价钱（term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称为（term的三单形式）

288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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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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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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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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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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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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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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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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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98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299 uninteresting 1 [ʌn'ɪntrəstɪŋ] adj. 无趣味的；乏味的

300 unit 1 ['ju:nit] n.单位，单元；装置；[军]部队；部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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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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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washing 1 ['wɔʃiŋ, 'wɔ:ʃ-] n.洗涤；洗涤剂；要洗的衣物 adj.洗涤用的，清洗用的 v.洗；使受洗礼（wash的ing形式）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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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wearing 1 [wεə riŋ, wεərŋ, 'wεəriŋ] adj.磨损的；穿用的；令人疲倦的 v.穿着；磨损（wear的ing形式） n.(Wearing)人名；(英)韦尔林

307 whatever 1 [hwɔt'evə, 'hwət-] adj.不管什么样的 pron.无论什么；诸如此类 conj.无论什么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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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wordplay 1 ['wə:dplei] n.字句的争论；双关语

310 work 1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311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312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313 worried 1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
314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15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16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