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2-14 [Words and Their Stories] 'Carrying a Torch for
Someone' Can Hurt A Lot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2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in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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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for 1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4 love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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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to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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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torch 17 [tɔ:tʃ] n.火把，火炬；手电筒；启发之物 vi.像火炬一样燃烧 vt.用火炬点燃

7 you 16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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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nd 1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0 is 1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2 or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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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h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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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day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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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m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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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someone 8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17 way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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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baby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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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back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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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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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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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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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ha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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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 sam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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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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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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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valentine 5 ['væləntain] n.情人；情人节礼物

28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9 word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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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 your 5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31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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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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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flame 4 [fleim] n.火焰；热情；光辉 v.焚烧；泛红 n.(Flame)人名；(法)弗拉姆；(西)弗拉梅

34 flowers 4 英 ['flaʊə(r)] 美 ['flaʊər] n. 花；开花植物；精华；盛时 v. 开花；成熟；用花装饰

35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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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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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7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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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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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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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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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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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ti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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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4 carried 3 ['kærid] adj.被运的；入神的；忘我的 v.保持（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搬运

45 carry 3 ['kæri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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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
46 carrying 3 ['kærɪɪŋ] adj. 运送的；运输的 n. 运送；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.

47 did 3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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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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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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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maybe 3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53 m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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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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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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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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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special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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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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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60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61 unrequited 3 [,ʌnri'kwaitid] adj.无回报的；无报酬的

62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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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65 admirer 2 [əd'maiərə] n.爱慕者；赞赏者；钦佩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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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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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69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70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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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2 awkward 2 ['ɔ:kwəd] adj.尴尬的；笨拙的；棘手的；不合适的

73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74 became 2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75 bottle 2 ['bɔtl] n.瓶子；一瓶的容量 vt.控制；把…装入瓶中 vi.（街头艺人演出后）收拢钱币

76 British 2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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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ommon 2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79 declare 2 [di'klεə] vt.宣布，声明；断言，宣称 vi.声明，宣布

80 describe 2 [di'skraib] vt.描述，形容；描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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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filled 2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84 genie 2 ['dʒini] n.妖怪；鬼

85 hea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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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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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7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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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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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matteo 2 n. 马泰奥

90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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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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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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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once 2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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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phrase 2 [freiz] n.短语,习语,措辞,乐句 vt.措词,将(乐曲)分成乐句

96 pity 2 ['piti] n.怜悯，同情；遗憾 vt.对……表示怜悯；对……感到同情

97 p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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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romantic 2 [rəu'mæntik] adj.浪漫的；多情的；空想的 n.浪漫的人 vt.使…浪漫化

99 secretly 2 ['si:kritli] adv.秘密地；背地里

100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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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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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songs 2 ['sɒŋz] n.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.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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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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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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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stro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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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108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109 turned 2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
110 us 2 pron.我们

111 usually 2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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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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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advanced 1 [əd'vɑ:nst, -'vænst] adj.先进的；高级的；晚期的；年老的 v.前进；增加；上涨（adva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115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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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118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119 beautiful 1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
120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21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122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123 blue 1 n.蓝色；[复数]（美国海、陆、空三军穿的）蓝色制服；蓝颜料；[theblue(s)][用作单数或复数]布鲁斯（歌曲）（一种伤
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.蓝色的；沮丧的，忧郁的；下流的 vt.把…染成蓝色；使成蓝色；给…用上蓝剂；用上蓝剂于 vi.变成
蓝色，呈蓝色 n.（英、西、意）布卢（人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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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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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boyfriend 1 ['bɔifrend] n.男朋友，情郎

126 burns 1 [bə:nz] n.络腮胡子 v.[外科]烧伤（bur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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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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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candy 1 ['kændi] vt.用糖煮；使结晶为砂糖；美化 vi.糖煮；成为结晶 n.糖果（等于sweets）；冰糖（等于
sugarcandy，rockcandy）；毒品 adj.新潮的（服饰）；甜言蜜语的

130 card 1 [kɑ:d] n.卡片；纸牌；明信片 vt.记于卡片上 n.(Card)人名；(英)卡德

131 careful 1 ['kεəful] adj.仔细的，小心的

132 chocolates 1 ['tʃɒkəlɪts] n. 巧克力 名词chocolate的复数形式.

133 confident 1 ['kɔnfidənt] adj.自信的；确信的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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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cup 1 [kʌp] n.杯子；奖杯；酒杯 vt.使成杯状；为…拔火罐

136 dar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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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7 dead 1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
138 declaration 1 [,deklə'reiʃən] n.（纳税品等的）申报；宣布；公告；申诉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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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dinner 1 ['dinə] n.晚餐，晚宴；宴会；正餐 n.(Dinner)人名；(法)迪内

141 direction 1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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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distressed 1 [di'strest] adj.痛苦的；忧虑的；贫困的；受损的 v.使痛苦；使紧张；使困苦（distress的过去分词）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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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5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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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dow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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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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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embarrass 1 [im'bærəs] vt.使局促不安；使困窘；阻碍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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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53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154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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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fin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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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fir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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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flaming 1 ['fleimiŋ] adj.燃烧的；火红的；激昂的 v.燃烧；变亮；发光（flame的ing形式） n.(Flaming)人名；(法)弗拉曼

159 flashlight 1 ['flæʃ,lait] n.手电筒；闪光灯

160 flown 1 v.飞行（fly的过去分词）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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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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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friendship 1 ['frendʃip] n.友谊；友爱；友善 n.(Friendship)人名；(英)弗兰德希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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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gift 1 [gift] n.礼物；天赋；赠品 vt.赋予；向…赠送 n.(Gift)人名；(英)吉夫特

166 gifts 1 [ɡɪft] n. 礼物；赠品 n. 天赋；才能 vt. 赋予；赠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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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 girlfriend 1 ['gə:l,frend] n.女朋友 女伴

168 g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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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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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gotten 1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
171 guess 1 [ges] vt.猜测；认为；推测；猜中 vi.猜；推测；猜中 n.猜测；推测 n.(Guess)人名；(英)格斯；(德)居斯

172 hand 1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
173 handed 1 ['hændid] adj.有手的；用...手的 v.帮助（hand的过去分词）；递送

174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5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176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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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heartbreak 1 ['hɑ:tbreik] n.心碎；伤心事

178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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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holiday 1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
181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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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husband 1 ['hʌzbənd] vt.节约地使用（或管理） n.丈夫 n.(Husband)人名；(英)赫斯本德

184 identity 1 [ai'dentəti] n.身份；同一性，一致；特性；恒等式

185 idiom 1 ['idiəm] n.成语，习语；土话

186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87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188 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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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invited 1 [ɪn'vaɪtɪd] adj. 邀请的；引起的；招致的 动词inv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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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keeps 1 ['kiː ps] n. 生计；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.

192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93 li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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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195 lonely 1 ['ləunli] adj.寂寞的；偏僻的 n.孤独者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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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7 lo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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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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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lover 1 n.爱人，恋人；爱好者 n.(Lover)人名；(英)洛弗 n.小三；第三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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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me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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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mine 1 [main] n.矿，矿藏；矿山，矿井；地雷，水雷 vt.开采，采掘；在…布雷 vi.开矿，采矿；埋设地雷 pron.我的 n.(Mine)人
名；(德、塞、土、毛里塔)米内

203 minute 1 [ˈmɪnɪt] n.分，分钟；片刻，一会儿；备忘录，笔记；会议记录 vt.将…记录下来 adj.微小的，详细的[maɪˈnjuːt;US-
ˈnuːt;maɪˋnut]

204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05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206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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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nice 1 [nais] adj.精密的；美好的；细微的；和蔼的 n.(Nice)人名；(英)尼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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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nowhere 1 ['nəuhwεə] adv.无处；任何地方都不；毫无结果 n.无处；任何地方；无名之地 adj.不存在的；毫无结果的；不知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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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212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213 pain 1 [pein] n.疼痛；努力 vt.使…痛苦；使…烦恼 vi.感到疼痛；引起疼痛 n.(Pain)人名；(意)帕因；(俄)派因；(法)潘；(英)佩因

214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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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public 1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217 putting 1 ['putiŋ] n.投掷；（高尔夫球）打球入洞 v.放置（put的ing形式）；轻击球；使球入洞的轻击（put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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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220 restaurant 1 ['restərɔŋ, -rɔnt, -rənt] n.餐馆；[经]饭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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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revealed 1 [ri'vi:ld] v.透露（reveal的过去式）；显示

223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224 roommate 1 ['ru:mmeit, 'ru-] n.室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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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227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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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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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0 shock 1 [ʃɔk] n.休克；震惊；震动；打击；禾束堆 vt.使休克；使震惊；使震动；使受电击；把…堆成禾束堆 vi.感到震惊；受到
震动；堆成禾束堆 adj.浓密的；蓬乱的 n.(Shock)人名；(英)肖克

231 shocked 1 adj. 震惊的 动词sho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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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shouted 1 ['ʃaʊtɪd] v. 呼喊；高声呼叫（动词shou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4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235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236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237 simple 1 ['simpl] adj.简单的；单纯的；天真的 n.笨蛋；愚蠢的行为；出身低微者 n.(Simple)人名；(法)桑普勒

238 singer 1 ['siŋə] n.歌手，歌唱家 n.(Sing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塞、罗、捷、葡、土)辛格；(法)桑热

239 singers 1 歌手

240 song 1 [sɔŋ, sɔ:ŋ] n.歌曲；歌唱；诗歌；鸣声 n.(Song)人名；(泰)颂；(柬)松；(英)桑；(老)宋；(越)双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松

241 sorrow 1 ['sɔrəu, 'sɔ:-] n.悲伤；懊悔；伤心事 vi.懊悔；遗憾；感到悲伤 vt.为…悲痛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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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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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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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stick 1 vt.刺，戳；伸出；粘贴 vi.坚持；伸出；粘住 n.棍；手杖；呆头呆脑的人 n.(Stick)人名；(芬)斯蒂克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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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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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suffering 1 ['sʌfəriŋ] n.受难；苦楚 adj.受苦的；患病的 v.受苦；蒙受（suffer的ing形式）

250 suppress 1 [sə'pres] vt.抑制；镇压；废止

251 sympathetic 1 [,simpə'θetik] adj.同情的；交感神经的；共鸣的；赞同的；和谐的；合意的 n.交感神经；容易感受的人

252 tea 1 [ti:] n.茶叶；茶树；茶点 vt.给…沏茶 vi.喝茶；进茶点 n.(Tea)人名；(柬)迪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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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4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255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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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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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8 thinks 1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
259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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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traveling 1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
262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263 turning 1 ['tə:niŋ] n.转向；旋转；回转；转弯处 v.旋转（turn的ing形式）

264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65 type 1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266 unexpectedly 1 ['ʌnik'spektidli] adv.出乎意料地，意外地

267 unhappy 1 [,ʌn'hæpi] adj.不快乐的；不幸福的；不适当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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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unrequitedly 1 [ˌʌnrɪ'kwaɪtɪd] adj. 无报答的；得不到回应的

270 unreturned 1 [ʌnrɪ'tɜːnd] 未退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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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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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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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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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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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waste 1 [weist] n.浪费；废物；荒地；损耗；地面风化物 vt.浪费；消耗；使荒芜 vi.浪费；变消瘦；挥霍钱财 adj.废弃的；多余
的；荒芜的

278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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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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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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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83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284 wife 1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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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wishing 1 ['wiʃiŋ] n.期盼着，希望；愿望 v.希望；想要（wish的ing形式）

287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88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89 yearning 1 [jə:niŋ] adj.向往的；渴望的；怀念的 n.渴望；怀念；同情 v.渴望；向往；想念（year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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