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7-23 [Health and Lifestyle] Escapist Reading with a Murder
Mystery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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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she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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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and 2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in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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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cozy 19 [ˈkəuzi] n.保温罩 vt.蒙骗；抚慰 adj.舒适的；安逸的

7 of 1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8 is 1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 mystery 13 [英 [ˈmɪstri] 美 [ˈmɪstəri]] n.秘密，谜；神秘，神秘的事物；推理小说，推理剧；常作mysteries秘技，秘诀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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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t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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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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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murder 9 ['mə:də] vt.谋杀，凶杀 n.谋杀，凶杀 vi.杀人，犯杀人罪

14 with 9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5 cozies 8 英 ['kəʊzi] 美 ['koʊzi] adj. 舒适的；惬意的 v. 靠近；取悦 n. 保温罩 =cosy(英).

16 mysteries 8 ['mɪstərɪz] n. 古代的秘密宗教仪式；奥秘，神秘（名词mystery的复数形式）

17 hav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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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he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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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 something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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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bo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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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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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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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readers 6 ['riː dəz] n. 读者

25 says 6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6 storie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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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8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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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protagonist 5 [prəu'tægənist] n.主角，主演；主要人物，领导者

30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31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2 burns 4 [bə:nz] n.络腮胡子 v.[外科]烧伤（bur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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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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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character 4 ['kærəktə] n.性格，品质；特性；角色；[计]字符 vt.印，刻；使具有特征 n.(Character)人名；(英)克拉克特

36 etc 4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37 often 4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38 par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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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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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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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said 4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拉
伯)赛义德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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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som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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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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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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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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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detective 3 [di'tektiv] adj.侦探的 n.侦探

47 escape 3 vt.逃避，避开，避免；被忘掉；被忽视 vi.逃脱；避开；溜走；（气体，液体等）漏出；（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
而）逃脱；声音（不自觉地）由…发出 n.逃跑；逃亡；逃走；逃跑工具或方法；野生种；泄漏

48 fin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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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important 3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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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lives 3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52 mai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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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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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puzzle 3 ['pʌzl] vt.使…困惑；使…为难；苦思而得出 vi.迷惑；冥思苦想 n.谜；难题；迷惑

55 read 3 [ri:d] vt.阅读；读懂，理解 vi.读；读起来 n.阅读；读物 adj.有学问的 n.(Read)人名；(英)里德

56 reader 3 ['ri:də] n.读者；阅读器；读物 n.(Reader)人名；(英)里德

57 solve 3 [sɔlv, sɔ:lv] vt.解决；解答；溶解 vi.作解答

58 thi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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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usually 3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60 Vega 3 ['vi:gə; 'veigə] n.[天]织女星

61 with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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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writer 3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63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64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65 amateur 2 ['æmətə, ,æmə'tə:] n.爱好者；业余爱好者；外行 adj.业余的；外行的

66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67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8 began 2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69 books 2 ['bʊks] n. 帐目；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.

70 bookshop 2 ['bukʃɔp] n.书店

71 called 2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72 clue 2 [klu:] n.线索；（故事等的）情节 vt.为…提供线索；为…提供情况

73 clues 2 [klu ]ː n. 线索；提示

74 comfort 2 ['kʌmfət] n.安慰；舒适；安慰者 vt.安慰；使（痛苦等）缓和

75 comfy 2 ['kʌmfi] adj.舒服的；轻松的（等于comfortable）

76 crime 2 [kraim] n.罪行，犯罪；罪恶；犯罪活动 vt.控告……违反纪律

77 d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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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early 2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79 editor 2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80 escapist 2 [i'skeipist] n.逃避现实者 adj.逃避现实的

81 experience 2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82 fantasy 2 ['fæntəsi] n.幻想；白日梦；幻觉 adj.虚幻的 vt.空想；想像 vi.耽于幻想；奏幻想曲（等于phantasy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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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feel 2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84 form 2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85 friends 2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86 job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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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88 lo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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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matteo 2 n. 马泰奥

90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91 movie 2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92 murders 2 英 ['mɜːdə(r)] 美 ['mɜ rːdər] n. 谋杀；谋杀案；<俚>要命的事 vt. 谋杀；糟蹋；损坏 vi. 谋杀

93 needs 2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94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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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pandemic 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97 past 2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98 pl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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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press 2 [pres] vt.压；按；逼迫；紧抱 vi.压；逼；重压 n.压；按；新闻；出版社；[印刷]印刷机 n.(Press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100 pretend 2 [pri'tend] vi.假装，伪装，佯装 adj.假装的 vt.假装，伪装，模拟

101 reads 2 [riː d] v. 识字；阅读；朗读；理解；读到；猜测；读唇语；写着；读起来（给人以某种印象）；显示；看读数；听到；
将...改为；攻读；（计算机）读盘 n. 阅读；好读物 adj. 博学的；熟知的

102 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103 setting 2 ['setiŋ] n.环境；安装；布置；[天]沉落 v.放置；沉没；使…处于某位置（set的ing形式）

104 situations 2 [sɪtʃ'ʊeɪʃnz] 现状

105 skill 2 [skil] n.技能，技巧；本领，技术 n.(Skill)人名；(瑞典)希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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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tak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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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takes 2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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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valerie 2 ['væləri] n.瓦莱丽（女子名）

111 violence 2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112 violent 2 ['vaiələnt] adj.暴力的；猛烈的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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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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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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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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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118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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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writers 2 ['raɪtəz] 作家

121 wrote 2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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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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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adds 1 abbr.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(=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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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agatha 1 ['ægəθə] n.阿加莎（女子名）

127 agrees 1 [ə'ɡriː ] v. 同意；赞成；承认；符合；一致

128 answered 1 英 ['ɑːnsə(r)] 美 ['ænsər] v. 回答；答复；接电话 n. 答案；回答；答复

129 ap 1 abbr.美国联合通讯社（AssociatedPress）；空气污染（AirPollution）；大气规划（AirProgram）；汇编程序
（AssemblyProgram） n.(Ap)人名；(中)鸭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30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131 basically 1 ['beisikəli] adv.主要地，基本上

132 bed 1 [bed] n.床；基础；河底，海底 vt.使睡觉；安置，嵌入；栽种 vi.上床；分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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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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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blood 1 [blʌd] n.血，血液；血统 vt.从…抽血；使先取得经验 n.(Blood)人名；(英、西)布拉德

136 book 1 n.书籍；卷；账簿；名册；工作簿 vt.预订；登记 n.(Book)人名；(中)卜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朝)北；(英)布克；(瑞典)博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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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British 1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139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140 calls 1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141 Caty 1 卡蒂

142 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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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145 characters 1 英 ['kærɪktəz] 美 ['kærɪktɚz] n. 人物；角色；特性；字符 名词character的复数形式.

146 christie 1 ['kristi] n.克里斯蒂（姓氏）；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旧称

147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48 clean 1 [kli:n] adj.清洁的，干净的；清白的 vt.使干净 vi.打扫，清扫 adv.完全地 n.打扫 n.(Clean)人名；(英)克林

149 cleverness 1 ['klevənis] n.聪明；机灵

150 climb 1 [klaim] vi.爬；攀登；上升 vt.爬；攀登；上升 n.爬；攀登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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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comfortable 1 ['kʌmfətəbl] adj.舒适的，舒服的 n.盖被

153 comforting 1 ['kʌmfətiŋ] adj.安慰的；令人欣慰的 v.安慰（comfort的ing形式）

154 comm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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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156 connection 1 n.连接；关系；人脉；连接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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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covers 1 英 ['kʌvə(r)] 美 ['kʌvər] n. 封面；盖子；套子；表面 v. 覆盖；涉及；包含；掩护；给…保险

159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60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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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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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3 darker 1 英 [dɑːk] 美 [dɑ rːk] adj. 黑暗的；深色的 n. 黑暗；暗处；深色调 v. 使变黑；变黑

164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
西)迪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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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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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dorothy 1 ['dɔrəθi] n.桃乐茜（女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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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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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171 editors 1 ['edɪtəz] n. 编辑；[计]编辑程序 名词editor的复数形式.

172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173 email 1 ['i:'meil] n.电子信函 vt.给…发电子邮件 n.(Email)人名；(法)埃马伊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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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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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enjoy 1 [in'dʒɔi] vt.欣赏，享受；喜爱；使过得快活

177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178 entertaining 1 [,entə'teiniŋ] adj.令人愉快的 v.款待（entertai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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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everyday 1 ['evridei] adj.每天的，日常的 n.平时；寻常日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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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183 field 1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184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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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formed 1 [fɔ:md] adj.成形的，成形 v.成形加工（form过去时形式）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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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189 frightened 1 ['fraitnd] adj.害怕的；受惊的；受恐吓的 v.害怕；使吃惊；吓走（frighten的过去分词）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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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fun 1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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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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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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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gre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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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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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7 hang 1 ['hæŋ] vt.悬挂，垂下；装饰；绞死；使悬而未决 vi.悬着，垂下；被绞死；悬而不决 n.悬挂；暂停，中止 n.(Hang)人名；
(罗)汉格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康；(老)汉；(柬)韩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杭

198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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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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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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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herself 1 [hə:'self] pron.她自己（she的反身代词）；她亲自

204 hidden 1 ['hidən] adj.隐藏的 v.隐藏，躲藏（hide的过去分词） n.(Hidden)人名；(英)希登

205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206 horror 1 ['hɔrə] n.惊骇；惨状；极端厌恶；令人恐怖的事物

207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208 imaginary 1 [i'mædʒinəri] adj.虚构的，假想的；想像的；虚数的

209 imagine 1 vt.想象；猜想；臆断 vi.想象；猜想；想象起来

210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211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12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213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214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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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interaction 1 [,intər'ækʃən] n.相互作用；[数]交互作用 n.互动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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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investigates 1 [ɪn'vestɪɡeɪt] v. 调查；研究

218 investigator 1 [in'vestigeitə] n.研究者；调查者；侦查员

219 justice 1 ['dʒʌstis] n.司法，法律制裁；正义；法官，审判员 n.(Justice)人名；(英)贾斯蒂斯，贾斯蒂丝(女名)

220 kelly 1 ['keli] n.黄绿色，鲜绿色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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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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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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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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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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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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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longtime 1 ['lɔŋtaim, 'lɔ:ŋ-] adj.长时间的；为时甚久的 adv.长久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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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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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lo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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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lush 1 [lʌʃ] adj.丰富的，豪华的；苍翠繁茂的 vi.喝酒 n.酒；酒鬼 vt.饮 n.(Lush)人名；(英)勒什

232 ma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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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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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Michelle 1 [mi:'ʃel] n. 米歇尔(女子名)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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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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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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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mother 1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
239 murderer 1 ['mə:dərə] n.凶手；谋杀犯

240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241 neighborhood 1 n.附近；街坊；接近；街区

242 neighbors 1 ['neɪbɔː z] n. 邻居 名词neighbor的复数形式. =neighbours.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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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novel 1 ['nɔvəl] adj.新奇的；异常的 n.小说 n.(Novel)人名；(法、西、英)诺韦尔

245 occupations 1 英 [ˌɒkju'peɪʃnz] 美 [ˌɑːkju'peɪʃnz] n. 职业，消遣（名词occup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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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offense 1 [ə'fens] n.犯罪，过错；进攻；触怒；引起反感的事物

248 offensive 1 [ə'fensiv] adj.攻击的；冒犯的；无礼的；讨厌的 n.攻势；攻击

249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250 only 1 ['əunli] adv.只，仅仅；不料 adj.唯一的，仅有的；最合适的 conj.但是；不过；可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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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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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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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parent 1 ['pεərənt] n.父亲（或母亲）；父母亲；根源 n.(Parent)人名；(法)帕朗；(英、西)帕伦特

256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257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258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59 perfect 1 ['pə:fikt, pə'fekt] adj.完美的；最好的；精通的 vt.使完美；使熟练 n.完成式 n.(Perfect)人名；(英)珀费克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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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perfection 1 [pə'fekʃən] n.完善；完美

261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62 pl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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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pleasure 1 ['pleʒə, 'plei-] n.快乐；希望；娱乐；令人高兴的事 vt.使高兴；使满意 vi.高兴；寻欢作乐

264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265 professional 1 [prə'feʃənəl] adj.专业的；职业的；职业性的 n.专业人员；职业运动员

266 protagonists 1 主要人物

267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268 publicly 1 ['pʌblikli] adv.公然地；以公众名义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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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271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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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reading 1 ['ri:diŋ] n.阅读，朗读；读物；读数 adj.阅读的 v.阅读（read的ing形式）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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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76 reporter 1 [ri'pɔ:tə] n.记者

277 requires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278 restricted 1 [ri'striktid] adj.受限制的；保密的 v.限制（restr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9 reveal 1 [ri'vi:l] vt.显示；透露；揭露；泄露 n.揭露；暴露；门侧，窗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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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role 1 [rəul] n.角色；任务 n.(Ro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赤几)罗莱

282 roots 1 [ru tː] n. 根；根源；根本 v. 生根；扎根；根除

283 sales 1 [seilz] adj.销售的，售货的；有关销售的 n.销售（sale的复数）；销售额 n.(Sales)人名；(意、西、葡)萨莱斯；(法)萨勒；
(英)塞尔斯

284 Sayers 1 ['seiəz] n.塞耶斯（姓氏）

285 secret 1 ['si:krit] n.秘密；秘诀；机密 adj.秘密的；机密的 n.(Secret)人名；(法)塞克雷

286 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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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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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severely 1 [si'viəli] adv.严重地；严格地，严厉地；纯朴地

291 sexual 1 ['seksjuəl, -ʃuəl] adj.性的；性别的；有性的

292 shortened 1 英 ['ʃɔː tn] 美 ['ʃɔː rtn] v. 弄短；变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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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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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296 sitting 1 ['sitiŋ] n.入席，就坐；开庭；孵卵；坐着的一段时间 adj.坐着的；孵卵中的；在任期中的 v.坐；坐落（sit的ing形式） n.
(Sitting)人名；(英)西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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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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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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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301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302 soft 1 [sɔft, sɔ:ft] adj.软的，柔软的；温柔的，温和的；软弱的；笨的 adv.柔软地；温和地 n.柔性；柔软的东西；柔软部分

303 solved 1 英 [sɒlv] 美 [sɑ lːv] v. 解决；解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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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solving 1 ['sɒlvɪŋ] n. 解决办法 动词sol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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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sports 1 n.运动；运动会（sport的复数）；（报纸）体育版面；突变；娱乐 adj.运动的；适用于运动的 v.娱乐；戏弄（sport的
第三人称单数）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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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309 strange 1 [streindʒ] adj.奇怪的；陌生的；外行的 adv.奇怪地；陌生地，冷淡地 n.(Strange)人名；(英)斯特兰奇；(瑞典、塞)斯特
朗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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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talked 1 [tɔː k] v. 交谈；商讨；演讲；阐述；劝服 n. 谈话；会谈；讨论；讲话；空谈

312 tamara 1 [tə'mærə] n.塔玛拉（女子名）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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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television 1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
315 tells 1 [tel] v. 告诉；吩咐；讲述；表达；辨别；判断；泄露；告发；产生效果

316 Tennessee 1 [,teni'si:] n.田纳西州（美国州名）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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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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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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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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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thick 1 [θik] n.最拥挤部分；活动最多部分；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.厚的；浓的；粗大的 adv.密集地；浓浓地，厚厚地 n.
(Thick)人名；(英)西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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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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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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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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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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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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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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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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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tried 1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
332 tru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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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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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turns 1 ['tɜːnz] n.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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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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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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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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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village 1 ['vilidʒ] n.村庄；村民；（动物的）群落

340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341 VOA 1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342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343 warmth 1 [wɔ:mθ] n.温暖；热情；激动

344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45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346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347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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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8 wins 1 视窗网际网路名称服务

349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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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word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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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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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3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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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worry 1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356 writes 1 [raɪt] v. 写；书写；填写；作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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