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1-15 [Words and Their Stories] 'No Smoke Without Fire' 词频词频
表表

1 tha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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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is 1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3 the 1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4 be 1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5 there 1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6 to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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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of 1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8 o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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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this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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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fire 9 ['faiə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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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smoke 9 [sməuk] n.烟；抽烟；无常的事物 vi.冒烟，吸烟；抽烟；弥漫 vt.吸烟；抽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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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nd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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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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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word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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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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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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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gossip 6 ['gɔsip] n.小道传闻；随笔；爱说长道短的人 vi.闲聊；传播流言蜚语

19 idiom 6 ['idiəm] n.成语，习语；土话

20 no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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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w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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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without 6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23 you 6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4 bad 5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25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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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7 something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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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29 go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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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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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ju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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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perso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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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rumor 4 ['ru:mə] n.谣言；传闻 vt.谣传；传说 n.(Rumor)人名；(意、葡)鲁莫尔

34 s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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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stor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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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true 4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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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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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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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）食品罐头

39 English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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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for 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41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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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43 i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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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4 information 3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45 mean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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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6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47 often 3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48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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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saying 3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50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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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storie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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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2 talk 3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53 truth 3 [tru:θ] n.真理；事实；诚实；实质

54 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55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56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57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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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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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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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areful 2 ['kεəful] adj.仔细的，小心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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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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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guy 2 [gai] n.男人，家伙 vt.嘲弄，取笑 vi.逃跑 n.(Guy)人名；(西)吉；(法)居伊；(英)盖伊

64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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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hear 2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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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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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ki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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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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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logic 2 ['lɔdʒik] n.逻辑；逻辑学；逻辑性 adj.逻辑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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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married 2 ['mærid] adj.已婚的，有配偶的；婚姻的，夫妇的；密切结合的 n.已婚者 v.结婚，与…结婚（marry的过去式）

73 matteo 2 n. 马泰奥

74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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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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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passed 2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
78 proven 2 ['pru:vən] v.证明（prove的过去分词）

79 rumors 2 ['ruːmə] n. 谣言；传闻 vt. 谣传 =<英>rumour

80 separate 2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
81 street 2 [stri:t] n.街道 adj.街道的 n.(Street)人名；(英、葡)斯特里特；(德)施特雷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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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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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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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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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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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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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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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wor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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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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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0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91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92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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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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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96 bank 1 [bæŋk] n.银行；岸；浅滩；储库 vt.将…存入银行；倾斜转弯 vi.堆积；倾斜转弯 n.(B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)班克；(法、
匈)邦克

97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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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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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campfire 1 ['kæmp,faiə] n.营火；营火会

101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102 casual 1 ['kæʒjuəl] adj.随便的；非正式的；临时的；偶然的 n.便装；临时工人；待命士兵

103 confirmed 1 [kən'fə:md] adj.确认的；保兑的；坚定的；惯常的 v.确证；使坚定（confirm的过去分词）；批准

104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105 conversation 1 n.交谈，会话；社交；交往，交际；会谈；（人与计算机的）人机对话

106 cousin 1 ['kʌzən] n.堂兄弟姊妹；表兄弟姊妹

107 crime 1 [kraim] n.罪行，犯罪；罪恶；犯罪活动 vt.控告……违反纪律

108 deeper 1 ['diː pə] adj. 更深 形容词deep的比较级形式.

109 defeated 1 [dɪ'fiː t] n. 挫败；败北 vt. 战胜；击败；使...不能实现

110 definitely 1 ['definitli] adv.清楚地，当然；明确地，肯定地

111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
112 details 1 n.细节（detail的复数）；详细资料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三单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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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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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end 1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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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explain 1 [ik'splein] v.说明；解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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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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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21 finishing 1 ['finiʃiŋ] adj.最后的；终点的 n.完成，结束；最后的修整 v.完成（finish的ing形式）

122 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123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24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125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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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27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128 hey 1 [hei] int.喂！（引起注意等）；你好！（表示问候） n.干草（等于hay） n.(Hey)人名；(法)埃；(柬)海；(德、英)海伊

129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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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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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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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knows 1 英 [nəʊ] 美 [noʊ] v. 了解；知道；认识 n. 知情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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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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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lit 1 [lit] adj.照亮的，点着的（ligh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 n.(Lit)人名；(瑞典)利特；(老)李

137 litt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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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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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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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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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marriage 1 ['mæridʒ] n.结婚；婚姻生活；密切结合，合并 n.(Marriage)人名；(英)马里奇

142 match 1 [mætʃ] vt.使比赛；使相配；敌得过，比得上；相配；与…竞争 vi.比赛；匹配；相配，相称；相比 n.比赛，竞赛；匹
配；对手；火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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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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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meanings 1 ['miː nɪŋz] n. 含义 名词meaning的复数形式.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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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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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149 m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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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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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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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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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154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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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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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overwhelmed 1 英 [ˌəʊvə'welm] 美 [ˌoʊvər'welm] vt. 打击；压倒；使感动；淹没；打败

157 owes 1 ['əʊz] v. 亏欠；负债；感恩 动词ow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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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partly 1 ['pɑ:tli] adv.部分地；在一定程度上

160 pieces 1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161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162 proper 1 ['prɔpə] adj.适当的；本身的；特有的；正派的 adv.完全地 n.(Proper)人名；(英、德)普罗珀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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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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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reasonable 1 ['ri:zənəbl] adj.合理的，公道的；通情达理的

166 reasoning 1 ['ri:zəniŋ] n.推理；论证；评理 adj.推理的 v.推论；说服（reason的ing形式）

167 relates 1 [rɪ'leɪt] v. 叙述；使有联系；有关联；涉及；符合；发生共鸣

168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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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rest 1 [rest] vt.使休息，使轻松；把…寄托于 n.休息，静止；休息时间；剩余部分；支架 vi.休息；静止；依赖；安置 n.(Rest)人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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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sayings 1 ['seɪɪŋz] n. 语录

172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73 sentence 1 ['sentəns] n.[语][计]句子，命题；宣判，判决 vt.判决，宣判

174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175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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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6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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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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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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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sou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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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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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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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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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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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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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7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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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tim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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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togeth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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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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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93 typically 1 ['tipikəli] adv.代表性地；作为特色地

194 unconstrained 1 [ˌʌnkən'streɪnd] adj. 不受拘束的；不受强制的；自由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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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understood 1 [,ʌndə'stud] adj.被充分理解的；心照不宣的 v.明白；懂得（understand的过去分词）；熟悉

197 unpleasant 1 [,ʌn'plezənt] adj.讨厌的；使人不愉快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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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us 1 pron.我们

200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01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02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203 wal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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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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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207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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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wife 1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
210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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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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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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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yeah 1 [jεə] adv.是 int.是

214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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