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9-02 [Arts and Culture] Venice Film Festival Marks Return of
Cultural Events in Europe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de 2 vt.忍受，容忍；停留；遵守 vi.持续；忍受；停留

2 accept 1 [ək'sept] vt.接受；承认；承担；承兑；容纳 vi.承认；同意；承兑

3 accomplished 1 [ə'kʌmpliʃt] adj.完成的；熟练的，有技巧的；有修养的；有学问的

4 achievement 2 n.成就；完成；达到；成绩

5 actress 1 ['æktris] n.女演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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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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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greed 2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9 airports 1 ['eəpɔː ts] 机场

10 a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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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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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3 and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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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nouncing 1 [ə'naʊnsɪŋ] n. 宣布 动词announ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5 anti 1 ['ænti, -tai] adj.反对的 n.反对者，反对论者 n.(Anti)人名；(意)安蒂；(阿拉伯)安提

16 apart 1 [ə'pɑ:t] adv.相距；与众不同地；分离着 adj.分离的；与众不同的

17 a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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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ea 4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19 arrival 1 [ə'raivəl] n.到来；到达；到达者

20 arrive 1 vi.到达；成功；达成；出生 n.(Arrive)人名；(法)阿里夫

21 arrived 1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2 art 1 n.（包括雕塑、绘画、音乐等的）艺术，美术；美术（作）品；艺品（作）品；（表演）艺术；技术，技巧； adj.艺术
的；艺术品的；具有艺术性的 v.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，过时用法

23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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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ssociated 1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5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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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attempting 1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
27 attend 2 [ə'tend] vt.出席；上（大学等）；照料；招待；陪伴 vi.出席；致力于；照料；照顾

28 attendee 1 [ə,ten'di:, ə'ten-] n.出席者；在场者

29 attending 1 adj.（医生）主治的 v.参加（attend的现在分词）；注意，听；照顾；[常用被动语态]（作为结果、情况）伴随

30 award 1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31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32 banned 1 [bæn] v. 禁止；剥夺权利 n. 禁令；禁止

33 be 7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4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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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37 biennale 1 [,bjæn'nɑ:li:] n.两年发生一次的事物 n.(Biennale)人名；(法)比耶纳勒

38 blanchett 1 n. 布兰切特

39 border 2 ['bɔ:də] n.边境；边界；国界 vt.接近；与…接壤；在…上镶边 vi.接界；近似 n.(Border)人名；(英)博德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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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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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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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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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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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anceled 1 ['kænsl] v. 取消；作废；注销；抵消；删除 n. 取消；删除

46 Cannes 1 [kæn] n.戛纳（法国港市）

47 carpet 1 ['kɑ:pit] vt.在…上铺地毯，把地毯铺在…上；斥责 n.地毯；地毯状覆盖物 n.(Carpet)人名；(罗)卡尔佩特

48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49 cate 1 [keit] n.美食；佳肴；外购食物 n.(Cate)人名；(法、德、葡)卡特；(英)凯特

50 celebration 1 [,seli'breiʃən] n.庆典，庆祝会；庆祝；颂扬

51 center 2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52 chief 2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53 chose 1 [英[tʃəʊz] 美[tʃoz]] v.choose的过去式,选择 n.【法律】物体；动产 n.(Chose)人名；(法)肖兹

54 citizens 1 ['sɪtɪzənz] 公民

55 clearly 1 ['kliəli] adv.清晰地；明显地；无疑地；明净地

56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57 contain 1 [kən'tein] vt.包含；控制；容纳；牵制（敌军） vi.含有；自制

58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59 controls 1 英 [kən'trəʊls] 美 [kən'troʊls] n. 控制器；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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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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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ountry 1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乐
的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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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risti 1 克里斯蒂

65 cruise 1 [kru:z] vi.巡航，巡游；漫游 vt.巡航，巡游；漫游 n.巡航，巡游；乘船游览 n.(Cruise)人名；(德)克鲁伊泽；(英)克鲁斯

66 cultural 3 ['kʌltʃərəl] adj.文化的；教养的

67 culture 1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68 daniele 1 达妮埃尔

69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70 depends 1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
71 Dillon 1 ['dilən] n.狄龙（姓氏）

72 director 2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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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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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drama 2 ['drɑ:mə, dræmə] n.戏剧，戏剧艺术；剧本；戏剧性事件 n.(Drama)人名；(刚(金))德拉马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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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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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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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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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81 English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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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entrance 1 ['entrəns] n.入口；进入 vt.使出神，使入迷

83 Europe 3 ['juərəp] n.欧洲

84 European 2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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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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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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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90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91 experiment 1 [ik'speriment, ek's-] vi.尝试；进行实验 n.实验，试验；尝试

92 face 1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93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94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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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97 festival 13 ['festəvəl] n.节日；庆祝，纪念活动；欢乐 adj.节日的，喜庆的；快乐的

98 festivals 1 岁时节庆

99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100 film 13 [film] n.电影；薄膜；胶卷；轻烟 vt.在…上覆以薄膜；把…拍成电影 vi.摄制电影；生薄膜；变得朦胧

101 filming 1 ['filmiŋ] n.拍摄；摄影；薄膜形成 v.拍摄（film的ing形式）；以薄膜覆盖

102 films 6 [fɪlm] n. 电影；薄膜；胶卷 vt. 把 ... 拍成电影；给 ... 覆上一薄层；拍照片 vi. 变朦胧；拍摄电影

103 fir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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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5 forbidding 1 [fə'bidiŋ] adj.令人生畏的；严峻的；险恶的 v.禁止；不准（forbid的ing形式）

106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107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08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109 gatherings 1 ['ɡæðərɪŋz] n. 聚集，集会（名词gathering的复数形式）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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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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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2 goo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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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ground 1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114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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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6 harm 1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
117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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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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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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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heads 1 [hedz] adj.正面朝上的 n.(Heads)人名；(英)黑兹

121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22 heavily 1 ['hevili] adv.沉重地；猛烈地；沉闷地



123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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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hit 2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126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127 Hollywood 2 ['hɔliwud] n.好莱坞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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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homes 1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
国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130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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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identify 1 vt.确定；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；使参与；把…看成一样vi.确定；认同；一致

133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34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35 imported 1 英 ['ɪmpɔːt] 美 ['ɪmpɔːrt] n. 进口；意义；进口商品 v. 进口；输入

136 impossible 1 [im'pɔsəbl] adj.不可能的；不可能存在的；难以忍受的；不真实的 n.不可能；不可能的事

137 i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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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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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40 infections 1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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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intense 1 [in'tens] adj.强烈的；紧张的；非常的；热情的

143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144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5 i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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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Italian 2 adj.意大利的；意大利语的；意大利文化的 n.意大利人；意大利语

147 Italy 4 ['itəli] n.意大利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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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150 jury 2 ['dʒuəri] n.[法]陪审团；评判委员会 adj.应急的 n.(Jury)人名；(西)胡里；(英、法)朱里；(德)尤里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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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53 la 1 [lɑ:] n.全音阶中的第6个音；A音的唱名 n.(La)人名；(中)辣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越)罗；(朝)罗；(缅、老)拉

154 laboratory 1 [lə'bɔrətəri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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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largely 3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
157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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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160 lido 1 ['li:dəu] n.海水浴场；公共露天游泳池；海滨游乐园（尤指远洋客轮上的）

161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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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164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165 lockdown 2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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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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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luchetti 1 卢凯蒂

169 made 1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170 mai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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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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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mar 1 [mɑ:] vt.损毁；损伤；糟蹋；玷污 n.污点；瑕疵 n.(Mar)人名；(英、俄、以、葡、塞内)马尔

174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175 marks 2 [ma:rks] n.标记，记号；唛头，分数；台面标志 n.(Marks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瑞典、西、捷)马克斯；(俄)马克思

176 masks 2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177 matt 1 [mæt] adj.无光泽的；不光滑的 n.无光表面；衬边 vt.使…无光；把…熔炼为锍（等于matte）

178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179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180 missing 1 ['misiŋ] adj.失踪的；缺少的 v.错过（miss的ing形式）；想念；漏掉 n.(Missing)人名；(德)米辛

181 mission 1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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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184 movie 3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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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nd 1 abbr.国债（NationalDebt）；国防（NationalDefence）；核装置（NuclearDevice）

187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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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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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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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obey 1 [əu'bei] vt.服从，听从；按照……行动 vi.服从，顺从；听话 n.(Obey)人名；(英、法)奥贝

193 occurrences 1 [ə'kʌrənsɪz] n. 发生的事 名词occurenc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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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96 oldest 1 ['əuldist] adj.最老的（old的最高级）；最旧的

197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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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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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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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01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

202 opening 2 ['əupəniŋ] n.开始；机会；通路；空缺的职位 adj.开始的 v.开放（open的ing形式）；打开；公开

203 opens 1 英 ['əʊpənz] 美 ['oʊpənz] v. 打开 动词ope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04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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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orders 1 英 ['ɔːdə(r)] 美 ['ɔːrdər] n. 顺序；条理；订单；命令；秩序；阶层；[生]目；点的东西 v. 命令；定购；调整；整理；点
餐；预定，订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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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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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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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paola 1 n. 葆拉

211 passengers 1 旅客

212 Pedro 1 ['pi:drəu] n.佩德罗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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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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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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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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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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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pres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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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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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project 1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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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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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puiu 1 普尤

225 pulled 1 ['pʊld] adj. 牵引的 v. 拉；拖；牵；拔（动词pu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226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227 rebirth 1 [,ri:'bə:θ, 'ri:b-] n.再生；复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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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30 reclaiming 1 [rɪ'kleɪmɪŋ] n. 再生；恢复 动词reclaim的现在分词.

231 red 1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
232 remove 1 [ri'mu:v] vt.移动，迁移；开除；调动 vi.移动，迁移；搬家 n.移动；距离；搬家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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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required 2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235 responsibility 1 [ri.spɔnsə'biliti] n.责任，职责；义务

236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237 return 2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238 rising 1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239 Robert 1 ['rɔbət] n.罗伯特（男子名）

240 Romanian 1 [ru:'meiniən; rəu-] n.罗马尼亚人；罗马尼亚语 adj.罗马尼亚的

241 rules 2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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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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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Schengen 2 n. 申根（卢森堡东南部小城）

245 seaports 1 ['siː pɔː ts] 海港口岸

246 seating 1 ['si:tiŋ] n.就座；座位数 v.为…领座；为…提供座位（seat的ing形式）

247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248 serve 1 [sə:v] vt.招待，供应；为…服务；对…有用；可作…用 vi.服役，服务；适合，足够；发球；招待，侍候 n.发球，轮到发
球 n.(Serve)人名；(法)塞尔夫

249 shand 2 n. 尚德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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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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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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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254 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255 shutting 1 ['ʃʌtɪŋ] n. 关闭；封锁；停业 动词shu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56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257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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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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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spaced 1 [speist] adj.隔开的；以规定距离排列的；间隔排列的 v.隔开；空出（space的过去分词）

261 Spanish 1 ['spæniʃ] adj.西班牙的；西班牙人的；西班牙语的 n.西班牙语；西班牙人

262 speci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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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spread 2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264 starring 1 [s'tɑ rːɪŋ] v. 主演（动词star的ing形式） n. 主演 adj. 主演的

265 stars 4 [stɑ:z] n. 星星，明星（star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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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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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269 staying 1 英 ['steɪɪŋ] 美 ['steɪŋ] n. 拉线(撑；刚性结合)；停留 动词stay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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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272 susan 2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73 suspend 1 [sə'spend] vt.延缓，推迟；使暂停；使悬浮 vi.悬浮；禁赛

274 swinton 1 n. 斯温顿

275 test 1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276 tested 1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
277 testing 1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
278 t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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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the 4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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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82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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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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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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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tilda 1 n. 蒂尔达(Mathilda 的昵称)(f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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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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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to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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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0 tolerate 1 ['tɔləreit] vt.忍受；默许；宽恕

291 tom 1 n.雄性动物（尤指雄猫）；汤姆（人名） v.〈美口〉(像汤姆叔一样)逆来顺受

292 took 2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93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294 tourism 2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
295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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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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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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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upon 1 [ə'pɔn] prep.根据；接近；在…之上

301 us 2 pron.我们

302 vacations 1 [və'keɪʃn] n. 假期；休假；腾出 vi. 度假

303 Veneto 2 ['venetɔ:] n.威尼托（意大利的一个行政区）

304 Venice 10 ['venis] n.威尼斯（意大利港市）

305 virus 3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306 visiting 1 ['vizitiŋ] n.拜访，访问；参观 adj.参观的；游览的 v.参观（visit的现在分词）；拜访

307 visitors 1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308 voice 1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309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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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312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313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14 west 1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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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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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widespread 1 ['waid'spred] adj.普遍的，广泛的；分布广的

318 will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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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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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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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2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23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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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