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7-24 [Arts and Culture] Despite Coronavirus, K-pop Theater
Show Seeks Performer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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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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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is 1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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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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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in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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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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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or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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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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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pop 10 [pɔp] n.流行音乐；汽水；砰然声；枪击 vi.突然出现；爆开；射击；瞪大；发出爆裂声 vt.取出；开枪打；抛出；突然伸
出；突然行动 adj.流行的；通俗的；热门的 adv.突然；砰地 abbr.邮局协议（postofficeprotocol） n.(Pop)人名；(罗、捷、塞)波
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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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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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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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usic 8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15 who 8 pron.谁；什么人

16 abo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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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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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musical 7 ['mju:zikəl] adj.音乐的；悦耳的 n.音乐片

19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0 casting 6 ['kɑ:stiŋ] n.铸造；铸件；投掷；角色分配 v.铸造；投掷；投向；选派演员；扔掉（cast的ing形式）

21 performers 6 n. 表演者；执行者（performer的复数形式）

22 theater 6 ['θiətə, 'θi:ə-] n.电影院，戏院，剧场；戏剧；手术室

23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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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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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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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s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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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 show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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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team 5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30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1 video 5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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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American 4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34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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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

35 Kim 4 [kim] n.金姆（人名）

36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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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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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room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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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0 whe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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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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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3 band 3 n.带，环；[物]波段；(演奏流行音乐的)乐队 vi.用带绑扎；给...镶边 n.n.乐队；队；一群

44 being 3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45 burke 3 [bə:k] vt.秘密地除去；使人窒息而死 n.(Burke)人名；(德、俄、西、波)布尔克；(英)伯克

46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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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andidates 3 ['kændɪdeɪts] n. 申请求职者；候选人；投考者 名词candidate的复数形式.

48 considered 3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49 el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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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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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1 Korean 3 [kə'riən] adj.韩国人的；韩国语的；朝鲜人的；朝鲜语的 n.韩国人；韩国语；朝鲜人；朝鲜语

52 live 3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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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erformance 3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55 really 3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56 singing 3 ['siŋiŋ] n.歌唱；歌声；耳鸣；振鸣 adj.唱歌的；音乐般的 v.唱歌（sing的ing形式）

57 someone 3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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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submissions 3 [səb'mɪʃnz] 稿件

60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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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62 York 3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63 acting 2 ['æktiŋ] adj.代理的；装腔作势的 n.演技；演戏；假装

64 actor 2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
65 Alice 2 ['ælis] n.爱丽丝（女子名）

66 Asian 2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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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udition 2 [ɔ:'diʃən] n.听力，听觉；试听 vi.试听；试音 vt.对…进行面试；让…试唱

69 based 2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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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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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candidate 2 n.候选人，候补者；应试者

73 cast 2 [kɑ:s, kæst] vt.投，抛；计算；浇铸；投射（光、影、视线等） n.投掷，抛；铸件，[古生]铸型；演员阵容；脱落物 vi.投，
抛垂钓鱼钩；计算，把几个数字加起来 n.(Cast)人名；(法)卡斯特

74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75 coronavirus 2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76 dance 2 [dɑ:ns, dæns] n.舞蹈；舞会；舞曲 vi.跳舞；跳跃；飘扬 vt.跳舞；使跳跃 adj.舞蹈的；用于跳舞的 n.(Dance)人名；(英)丹



斯；(法)当斯

77 dancing 2 ['dɑ:nsiŋ] n.跳舞；舞蹈 v.跳舞；摇晃（dance的ing形式）

78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79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80 everyone 2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81 follows 2 ['fɒləʊz] n. 跟随；遵照 名词follow的复数形式.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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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84 happening 2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85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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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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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pe 2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88 internment 2 [in'tə:nmənt] n.拘留；收容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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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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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lives 2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92 looking 2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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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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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moves 2 [muːv] n.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.

96 online 2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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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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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process 2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100 producers 2 生产性

101 record 2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102 rehearsal 2 [ri'hə:səl] n.排演；预演；练习；训练；叙述

103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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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see 2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105 showing 2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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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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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110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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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toge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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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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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war 2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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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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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

117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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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120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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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allegiance 1 [ə'li:dʒəns] n.效忠，忠诚；忠贞

123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124 am 1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-
ed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125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26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27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128 approved 1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129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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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assigning 1 [ə'saɪnɪŋ] 动词assign的现在进行式

132 award 1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133 ba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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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35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136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137 black 1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138 boy 1 [bɔi] n.男孩；男人 n.(Boy)人名；(英、德、西、意、刚(金)、印尼、瑞典)博伊；(法)布瓦

139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140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141 BTS 1 ['biː t'iː 'es] 基站设备

142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143 camp 1 [kæmp] vi.露营；扎营 vt.扎营；使扎营 n.露营 n.(Camp)人名；(英)坎普；(瑞典)坎普；(法)康

144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145 career 1 n.生涯；职业；事业；速度，全速 adj.作为毕生职业的 vi.全速前进，猛冲

146 cellular 1 ['seljulə] adj.细胞的；多孔的；由细胞组成的 n.移动电话；单元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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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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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chosen 1 ['tʃəuzən] vt.选择（choos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挑选出来的，精选的

150 claire 1 [klεə] n.克莱儿（女子名）

151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152 co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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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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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creative 1 [kri'eitiv] adj.创造性的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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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58 crowds 1 [kraʊd] n. 人群；群众；大群；朋友 v. 拥挤；挤满；涌入；贴近；逼迫



159 dancers 1 ['dɑːnsəz] 楼梯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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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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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despite 1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
163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164 document 1 n.文件，公文；[计]文档；证件 vt.记录，记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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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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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7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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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emotion 1 [i'məuʃən] n.情感；情绪

170 energy 1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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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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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excellent 1 ['eksələnt] adj.卓越的；极好的；杰出的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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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exo 1 abbr.排气打开（exhaustopen） n.(Exo)人名；(英)埃克索

177 exploring 1 [ɪks'plɔː rɪŋ] n. 探索；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78 fans 1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
179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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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finds 1 [faɪnd] v. 发现；找到；认为；觉得；感到；裁决；判定 n. 发现

182 first 1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183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84 forgiving 1 [fə'giviŋ] adj.宽恕的；宽容的；宽大的 v.原谅；豁免（forgive的ing形式）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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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George 1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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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girl 1 n.女孩；姑娘，未婚女子；女职员，女演员；（男人的）女朋友 n.（捷）吉尔

189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190 g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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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1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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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Helen 1 ['helən] n.海伦（女子名，火把、光亮的之义）

194 helpful 1 ['helpful] adj.有帮助的；有益的

195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196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
197 ho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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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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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

201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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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II 1 abbr.微光（ImageIntensification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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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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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08 japan 1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209 Japanese 1 [,dʒæpə'ni:z] adj.日本（人）的；日语的 n.日本人；日语

210 Jason 1 ['dʒeisən] n.詹森（男子名）

211 j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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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Kazakhstan 1 [,ka:za:k'sta:n] n.哈萨克斯坦（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，已于1991年宣布独立）

213 knowing 1 ['nəuiŋ] adj.博学的；狡猾的；心照不宣的 n.认知 v.知道；认识；确信（know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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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Korea 1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216 last 1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持，够用；持久 vt.度过，拖过；使维持 adv.最后地；上次，最近；最后一点 n.(La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罗、瑞典)拉斯特

217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
218 letting 1 ['letiŋ] n.出租；租金 v.让，允许（let的现在分词）

219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20 lighting 1 ['laitiŋ] n.照明设备，舞台灯光 v.照明；点燃（light的ing形式）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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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likes 1 n.好恶；爱好的事物 v.喜欢；愿意（lik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Likes)人名；(英)莱克斯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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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4 lovability 1 可爱(loveable的名词形式)

225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226 market 1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
227 material 1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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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230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231 message 1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
232 microphones 1 ['maɪkrəfəʊnz] 麦克风

233 mindful 1 ['maindful] adj.留心的；记住的；警觉的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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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movie 1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236 musicians 1 [mju:'zɪʃənz] n. 音乐家（musician的复数）；乐师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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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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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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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none 1 [nʌn] pron.没有人；一个也没有；没有任何东西 adj.没有的，一点没有的 adv.决不，一点也不 n.(None)人名；(葡、罗)诺
内；(日)野根(姓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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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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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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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247 original 1 [ə'ridʒənəl] n.原件；原作；原物；原型 adj.原始的；最初的；独创的；新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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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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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park 1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
251 perform 1 [pə'fɔ:m] vt.执行；完成；演奏 vi.执行，机器运转；表演

252 performances 1 [pə'fɔː mənsɪz] 性能

253 phone 1 [fəun] n.电话；耳机，听筒 vt.打电话 vi.打电话 n.(Phone)人名；(老、缅)蓬

254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255 playwright 1 ['pleirait] n.剧作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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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poor 1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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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260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261 practices 1 ['præktɪs] n. 练习；实行；习惯；业务 v. 练习；实践；开业；执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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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preparing 1 [prɪ'peərɪŋ] adj. 准备的；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.

264 prison 1 ['prizən] n.监狱；监禁；拘留所 vt.监禁，关押 n.(Prison)人名；(德)普里松

265 production 1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266 proposal 1 [prəu'pəuzəl] n.提议，建议；求婚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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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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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9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270 rare 1 adj.稀有的；稀薄的；半熟的 adj.杰出的；极度的；非常好的 adv.非常；极其 vi.用后腿站起；渴望

271 reader 1 ['ri:də] n.读者；阅读器；读物 n.(Reader)人名；(英)里德

272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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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275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276 recording 1 [ri'kɔ:diŋ] n.录音；唱片 adj.记录的；记录用的 v.录音；记录；录像（record的ing形式）

277 reported 1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278 represent 1 [,repri'zent] vt.代表；表现；描绘；回忆；再赠送 vi.代表；提出异议

279 restart 1 [,ri:'stɑ:t, 'ri:stɑ:t] vi.[计]重新启动；重新开始 vt.[计]重新启动；重新开始 n.重新开始；返聘

280 returns 1 [rɪ'tɜːnz] n. 报告；统计表；研究成果 名词return的复数形式.

281 rewriting 1 n.重写；改写 v.重写；改写（rewrite的ing形式）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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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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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roles 1 ['rəʊlz] n. 角色（名词role的复数形式）



285 rubin 1 ['rʌbɪn] n. 品红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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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seeks 1 [siː k] vt. 寻求；追求；试图 vi. 寻找

288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289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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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sets 1 n.[数]集合，设置（set的复数） v.放置（set单三形式）

292 sett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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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3 shine 1 vi.发出光；反射光，闪耀；出类拔萃，表现突出；露出；照耀；显露；出众 vt.照射，擦亮；把…的光投向；（口）通
过擦拭使…变得有光泽或光 n.光亮，光泽；好天气；擦亮；晴天；擦皮鞋；鬼把戏或诡计 n.（英）夏因（人名）；（日）
新荣（人名）

294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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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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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singers 1 歌手

298 sister 1 n.姐妹；（称志同道合者）姐妹；修女；护士 adj.姐妹般的；同类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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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skills 1 技能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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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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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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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songs 1 ['sɒŋz] n.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.

305 songwriter 1 ['sɔŋ,raitə, 'sɔ:ŋ-] n.流行歌曲的作者；歌曲作家

306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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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309 spoken 1 ['spəukən] adj.口语的，口头的 v.说（speak的过去分词）

310 stars 1 [stɑ:z] n. 星星，明星（star的复数形式）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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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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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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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strongly 1 ['strɔŋli, 'strɔ:ŋ-] adv.强有力地；坚强地；激烈地；气味浓地

316 submission 1 [səb'miʃən] n.投降；提交（物）；服从；（向法官提出的）意见；谦恭

317 submit 1 [səb'mit] vt.使服从；主张；呈递 vi.提交；服从

318 submitting 1 [səb'mɪt] vt. 使服从；使屈服；提交；递交；认为 vi. 屈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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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takei 1 武井

321 talents 1 ['tælənts] n. 人才 名词talent的复数形式.

322 tall 1 [tɔ:l] adj.高的；长的；过分的；夸大的 adv.夸大地 n.(Tall)人名；(马里、阿拉伯)塔勒；(芬、罗、瑞典)塔尔；(英)托尔；
(土)塔勒

323 Tara 1 [tə'rɑ:] int.再会！ n.(Tara)人名；(英、西、芬、罗、匈、印、刚(金)、纳米)塔拉

324 theaters 1 n. 影剧院，剧院（theater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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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326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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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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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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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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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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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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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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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36 traditional 1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337 trained 1 [treɪnd] adj.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38 trump 1 [trʌmp] n.王牌；法宝；喇叭 vt.胜过；打出王牌赢 vi.出王牌；吹喇叭 n.(Trump)人名；(英)特朗普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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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understanding 1 [,ʌndə'stændiŋ] n.谅解，理解；理解力；协议 adj.了解的；聪明的；有理解力的 v.理解；明白（understand的ing
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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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343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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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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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whenever 1 [hwen'evə, hwən-] conj.每当；无论何时 adv.不论何时；随便什么时候

347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348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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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0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351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352 writing 1 ['raitiŋ] n.书写；作品；著作；[法]笔迹 v.书写（writ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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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