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5-16 [Words and Their Stories] Don't Get Caught in a
'Whirlwind' 词频表词频表

1 to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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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 whirlwind 19 ['hwə:lwind] n.旋风；旋风般的快速行动 adj.旋风般的

3 and 1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4 in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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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or 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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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you 1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7 can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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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is 1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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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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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 activity 6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13 also 6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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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the 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16 very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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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day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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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fancy 5 n.幻想；想象力；爱好 adj.想象的；奇特的；昂贵的；精选的 vt.想象；喜爱；设想；自负 vi.幻想；想象 n.(Fancy)人
名；(法)方西

19 happen 5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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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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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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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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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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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English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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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fin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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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goo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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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ha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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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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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life 4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32 quickly 4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33 s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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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5 things 4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36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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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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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area 3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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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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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ause 3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41 crazy 3 ['kreizi] adj.疯狂的；狂热的，着迷的

42 d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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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3 example 3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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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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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ju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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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learning 3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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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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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51 meetings 3 ['miː tɪŋz] n. 会议 名词meeting的复数形式.

52 move 3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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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romance 3 [rəu'mæns, 'rəumæns, rə'mæns] n.传奇；浪漫史；风流韵事；冒险故事 vi.虚构；渲染；写传奇 n.(Romance)人名；(西)罗曼
塞

55 rush 3 [rʌʃ] n.冲进；匆促；急流；灯心草 adj.急需的 vt.使冲；突袭；匆忙地做；飞跃 vi.冲；奔；闯；赶紧；涌现 n.(Rush)人名；
(英)拉什

56 shopping 3 ['ʃɔpiŋ] n.购物，买东西 v.购物（shop的ing形式）

57 u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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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VOA 3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59 weather 3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的；
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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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1 activities 2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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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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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always 2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65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66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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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8 ba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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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b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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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blur 2 [blə:] vt.涂污；使…模糊不清；使暗淡；玷污 vi.沾上污迹；变模糊 n.污迹；模糊不清的事物

71 circles 2 英 ['sɜːkl] 美 ['sɜ rːkl] n. 圆圈；圈子；包厢 v. 划圈；包围；盘旋；环绕

72 describe 2 [di'skraib] vt.描述，形容；描绘

73 especially 2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74 filled 2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75 frenzy 2 ['frenzi] n.狂暴；狂怒；暴怒 vt.使发狂；使狂怒

76 friend 2 [frend] n.朋友；助手；赞助者 n.(Friend)人名；(英)弗兰德

77 go 2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78 great 2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79 happens 2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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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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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82 limited 2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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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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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matteo 2 n. 马泰奥

86 men 2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87 mess 2 [mes] n.混乱；食堂，伙食团；困境；脏乱的东西 vt.弄乱，弄脏；毁坏；使就餐 vi.把事情弄糟；制造脏乱；玩弄 n.(Mess)
人名；(德、罗)梅斯

88 m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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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office 2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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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round 2 [raund] n.圆；循环；一回合；圆形物 adj.圆的；完全的；大概的；肥胖的 adv.在周围；迂回地；朝反方向；挨个 vt.完
成；围捕；绕行；弄圆 vi.进展；变圆；环行；发胖 prep.附近；绕过；大约；在…周围 n.(Round)人名；(英)朗德

92 seem 2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
93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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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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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tour 2 [tuə] n.旅游，旅行；巡回演出 vt.旅行，在……旅游；在……作巡回演出 vi.旅行，旅游；作巡回演出 n.(Tour)人名；(瑞典)
托尔；(英)图尔

97 track 2 [træk] n.轨道；足迹，踪迹；小道 vt.追踪；通过；循路而行；用纤拉 vi.追踪；走；留下足迹

98 turn 2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99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100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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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whirlwinds 2 n. 旋风（whirlwind的复数）；火炮

102 wild 2 [waild] adj.野生的；野蛮的；狂热的；荒凉的 n.荒野 adv.疯狂地；胡乱地 n.(Wild)人名；(英)怀尔德；(法、德、葡、捷、
匈)维尔德

103 yourself 2 [jɔ:'self, juə-, jə-] pron.你自己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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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adjective 1 ['ædʒiktiv] adj.形容词的；从属的 n.形容词

106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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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anoth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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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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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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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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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bit 1 n.[计]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老一套；一点，一块 vt.控制 adj.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 adv.有点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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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116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117 busy 1 ['bizi] adj.忙碌的；热闹的；正被占用的 vt.使忙于 n.(Busy)人名；(匈)布希；(法)比西

118 buy 1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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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careless 1 ['kεəlis] adj.粗心的；无忧无虑的；淡漠的 n.(Careless)人名；(英)凯尔利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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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1 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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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124 confused 1 [kən'fju:zd] adj.困惑的；混乱的；糊涂的 v.困惑（confuse的过去式）

125 Cornelia 1 [kɔ:'ni:ljə] n.科妮莉亚（女子名）

126 craziness 1 ['kreizinis] n.愚蠢；狂热；摇摇晃晃

127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128 damages 1 ['dæmɪdʒɪz] n. 损害赔偿；赔偿费 名词damage的复数形式.

129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130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131 describes 1 [dɪ'skraɪb] vt. 描述；说成；形容；画(尤指几何图形)

132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133 disorderly 1 [dis'ɔ:dəli] adj.混乱的，无秩序的；骚乱的；无法无天的 adv.杂乱地，无秩序地

134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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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dress 1 [dres] vt.给…穿衣 vi.穿衣 n.连衣裙；女装 n.(Dres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德雷斯

136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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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elections 1 n. 选举，选举制；投票（election的复数形式）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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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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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143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144 exciting 1 [ik'saitiŋ] adj.令人兴奋的；使人激动的 v.激动；刺激（excite的ing形式）；唤起

145 expensive 1 [ik'spensiv] adj.昂贵的；花钱的

146 fashionable 1 ['fæʃənəbl] adj.流行的；时髦的；上流社会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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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149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50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151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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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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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155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156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57 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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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8 hopefully 1 ['həupfuli] adv.有希望地，有前途地

159 hurry 1 n.匆忙，急忙 v.仓促（做某事）；催促；（朝某方向）迅速移动；迅速处理 n.（英）赫里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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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involve 1 [in'vɔlv] vt.包含；牵涉；使陷于；潜心于

162 journey 1 ['dʒə:ni] n.旅行；行程 vi.旅行 n.(Journey)人名；(英)朱尼，朱妮(女名)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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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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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lately 1 ['leitli] adv.近来，不久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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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6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
167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168 listen 1 ['lisən] vi.听，倾听；听从，听信 n.听，倾听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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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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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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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
174 motion 1 n.动作；移动；手势；请求；意向；议案 vi.运动；打手势 vt.运动；向…打手势

175 moves 1 [muːv] n.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.

176 movies 1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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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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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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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182 ordinary 1 ['ɔ:dinəri, -neri-] adj.普通的；平凡的；平常的 n.普通；平常的人（或事）

183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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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186 plain 1 [plein] adj.平的；简单的；朴素的；清晰的 n.平原；无格式；朴实无华的东西 adv.清楚地；平易地 n.(Plain)人名；(英)普
莱恩；(法)普兰

187 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188 prepare 1 [pri'pεə] vt.准备；使适合；装备；起草 vi.预备；做好思想准备

189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190 property 1 ['prɔpəti] n.性质，性能；财产；所有权

191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192 rapidly 1 ['ræpid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；立即

193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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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relationship 1 [ri'leiʃənʃip] n.关系；关联

196 remember 1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
197 romances 1 英 [rəʊ'mæns] 美 ['roʊmæns] n. 浪漫史；爱情故事；冒险故事；传奇文学；虚构 vt. <口>向…求爱 vi. 讲虚构故事

198 romantic 1 [rəu'mæntik] adj.浪漫的；多情的；空想的 n.浪漫的人 vt.使…浪漫化

199 run 1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
200 seemed 1 [siː m] vi. 似乎；好像

201 senator 1 ['senətə] n.参议员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议员；评议员，理事 n.(Senator)人名；(瑞典、斯威)塞纳托尔

202 shand 1 n. 尚德

203 shoes 1 ['ʃuːz] n. 鞋子 名词sho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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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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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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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spe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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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spin 1 [spin] vi.旋转；纺纱；吐丝；晕眩 vt.使旋转；纺纱；编造；结网 n.旋转；疾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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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0 spinning 1 ['spiniŋ] n.纺纱 adj.纺织的 v.旋转，纺织（spin的现在分词）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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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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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stori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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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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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subjects 1 ['sʌbdʒɪkts] n. 科目 名词subject的复数形式.

216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217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18 suddenly 1 ['sʌdnli] adv.突然地；忽然

219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20 swirl 1 [swə:l] n.漩涡；打旋；涡状形 vi.盘绕；打旋；眩晕；大口喝酒 vt.使成漩涡

221 swirling 1 [swɜ lːɪŋ] adj. 打旋的 动词swirl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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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teaching 1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224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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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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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28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229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230 through 1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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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tongue 1 [tʌŋ] n.舌头；语言 vt.舔；斥责；用舌吹 vi.说话；吹管乐器 n.(Tongue)人名；(英)唐

233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34 trees 1 [triː 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的复数形式

235 trip 1 [trip] vi.绊倒；远足；犯错误；轻快地走 n.旅行；绊倒；差错 vt.绊倒；使犯错 n.(Trip)人名；(荷)特里普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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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try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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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twister 1 n.缠绕者；不可靠的人；难题；旋转球；绕口令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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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types 1 ['taɪps] n. 类型 v.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.

241 uncontrolled 1 英 [ˌʌnkən'trəʊld] 美 [ˌʌnkən'troʊld] adj. 不受抑制的；不受控制的；自由的

242 unless 1 [ən'les] conj.除非，如果不 prep.除…之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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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45 violent 1 ['vaiələnt] adj.暴力的；猛烈的

246 violently 1 ['vaiələntli] adv.猛烈地，激烈地；极端地

247 wa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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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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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wedding 1 ['wediŋ] n.婚礼，婚宴；结婚；结合 v.与…结婚（wed的ing形式） n.(Wedding)人名；(德)韦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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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53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254 wind 1 [[wɪnd] n.风；呼吸；气味；卷绕 vt.缠绕；上发条；使弯曲；吹号角；绕住或缠住某人 vi.缠绕；上发条；吹响号角 n.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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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5 wor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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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57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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