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0-15 [Arts and Culture] Broadway Closure Continues Until
End of May 词汇表词汇表

1 actors 3 ['æktəz] n.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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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4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5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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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lice 2 ['ælis] n.爱丽丝（女子名）

8 alive 1 [ə'laiv] adj.活着的；活泼的；有生气的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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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llows 1 [ə'laʊz] 允许

11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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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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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nnouncement 1 [ə'naunsmənt] n.公告；宣告；发表；通告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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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18 arts 2 [a:ts] n.文科

19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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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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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 association 2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22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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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 attended 1 [ə'tendɪd]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4 awards 2 英 [ə'wɔː d] 美 [ə'wɔː 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25 ba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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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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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9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30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
31 Boston 1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
32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33 Broadway 11 ['brɔ:dwei] n.百老汇（美国纽约市戏院集中的一条大街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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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uffalo 1 n.[畜牧][脊椎]水牛；[脊椎]野牛（产于北美）；水陆两用坦克 n.(Buffalo)人名；(英)布法罗 vt.威胁;欺骗;迷惑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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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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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call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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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ameron 1 ['kæmərən] n.卡梅伦/隆（男子名）

40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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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anceled 3 ['kænsl] v. 取消；作废；注销；抵消；删除 n. 取消；删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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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Caroline 1 n.（女子名）卡洛琳;卡罗琳

43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44 cen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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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eremony 1 ['seriməuni] n.典礼，仪式；礼节，礼仪；客套，虚礼

46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47 charge 1 [tʃɑ:dʒ] n.费用；电荷；掌管；控告；命令；负载 vt.使充电；使承担；指责；装载；对…索费；向…冲去 vi.充电；控
告；索价；向前冲；记在账上 n.(Charge)人名；(法)沙尔热；(英)查奇

48 charlotte 1 n.法国水果奶油布丁；夏洛特

49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50 closed 2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51 closure 3 ['kləuʒə] n.关闭；终止，结束 vt.使终止

52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53 comp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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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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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57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58 coverings 1 ['kʌvərɪŋz] n. 覆盖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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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da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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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62 decision 2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63 deeply 1 ['di:pli] adv.深刻地；浓浓地；在深处

64 delay 2 [di'lei] vi.延期；耽搁 vt.延期；耽搁 n.延期；耽搁；被耽搁或推迟的时间 n.(Delay)人名；(英)迪莱；(法)德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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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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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discussing 1 [dɪ'skʌs] v. 讨论；论述；商量

68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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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0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71 earned 1 ['ɜːnd] adj. 挣得的；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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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en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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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ending 1 ['endiŋ] n.结局；结尾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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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
77 equity 2 ['ekwəti] n.公平，公正；衡平法；普通股；抵押资产的净值

78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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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exact 1 adj.准确的，精密的；精确的 vt.要求；强求；急需 vi.勒索钱财

81 exchange 1 [iks'tʃeindʒ] n.交换；交流；交易所；兑换 vt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 vi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

82 executive 1 adj.行政的；经营的；执行的，经营管理的 n.总经理；执行委员会；执行者；经理主管人员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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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Federal 1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85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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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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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flying 1 ['flaiiŋ] adj.飞行的 n.飞行 v.飞（fly的ing形式）

88 for 1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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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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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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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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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4 Hamilton 1 ['hæmiltən] n.汉密尔顿（男子名）；哈密尔顿（美国城市名）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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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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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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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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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100 Huntington 1 ['hʌntiŋtən] n.亨廷顿（男子名，美国地名）

101 i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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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2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03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04 is 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5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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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07 Jackson 1 ['dʒæksn] n.杰克逊（男子名）；杰克逊（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城市）

108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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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Kennedy 1 ['kenidi] n.肯尼迪（姓氏，美国第35任总统）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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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labor 1 ['leibə] n.劳动；工作；劳工；分娩 vi.劳动；努力；苦干 vt.详细分析；使厌烦 n.(Labor)人名；(德、塞、法)拉博尔；(英)
拉博

113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克；(匈)洛克

114 large 1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115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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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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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
118 league 3 [li:g] n.联盟；社团；范畴 vt.使…结盟；与…联合 vi.团结；结盟 n.(League)人名；(英)利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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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121 Les 1 abbr.发射脱离系统（LaunchEscapeSystem） n.(Les)人名；(俄、罗、英、捷)莱斯；(柬)雷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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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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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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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l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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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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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129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130 lovers 1 ['lʌvəz] n. 情侣；爱人 名词lover的复数形式.

131 mackintosh 1 ['mækintɔʃ] n.橡皮布防水衣；橡皮布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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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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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man 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135 manager 1 ['mænidʒə] n.经理；管理人员

136 managers 1 ['mænɪdʒəz] 经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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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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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martin 1 ['mɑ:tin] n.紫崖燕

140 Mary 2 ['mɛəri] n.玛丽（女子名）

141 may 4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42 mccoll 2 n. 麦科尔

143 metropolitan 1 [,metrə'pɔlitən] adj.大都市的；大主教辖区的；宗主国的 n.大城市人；大主教；宗主国的公民

144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145 million 1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
146 minutes 1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
147 miserable 1 ['mizərəbl] adj.悲惨的；痛苦的；卑鄙的

148 MJ 1 n. 玛帝脂接缝

149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50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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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music 2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153 musical 1 ['mju:zikəl] adj.音乐的；悦耳的 n.音乐片

154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155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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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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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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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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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number 1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
162 occurrence 1 [ə'kə:rəns, -'kʌ-] n.发生；出现；事件；发现

163 of 2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64 offering 1 ['ɔfəriŋ, 'ɔ:-] n.提供；祭品；奉献物；牲礼 v.提供（offer的ing形式）

165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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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ongoing 1 ['ɔn,gəuiŋ, 'ɔ:n-] adj.不间断的，进行的；前进的 n.前进；行为，举止

167 op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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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opera 4 ['ɔpərə] n.歌剧；歌剧院；歌剧团 n.(Opera)人名；(意)奥佩拉

169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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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orchestra 1 ['ɔ:kistrə, -kes-] n.管弦乐队；乐队演奏处

171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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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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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painful 1 ['peinfl] adj.痛苦的；疼痛的；令人不快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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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paper 1 ['peipə] n.纸；论文；文件；报纸 adj.纸做的 vt.用纸糊；用纸包装 vi.贴糊墙纸；发交通违章传票 n.(Paper)人名；(俄)帕
佩尔

177 participate 1 vi.参与，参加；分享 vt.分享；分担 [过去式participated过去分词participated现在分词participating]

178 partners 1 英 ['pɑ tːnə(r)] 美 ['pɑ rːtnər] n. 伙伴；搭档；伴侣；合伙人 v. 同 ... 合作；做 ... 的搭档

179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80 performance 2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181 performances 3 [pə'fɔː mənsɪz] 性能

182 performed 1 英 [pə'fɔː m] 美 [pər'fɔː 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183 performers 1 n. 表演者；执行者（performer的复数形式）

184 performing 1 [pə'fɔ:miŋ] adj.表演的；履行的 v.表演（perform的ing形式）；履行

185 pers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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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phantom 1 ['fæntəm] n.幽灵；幻影；虚位 adj.幽灵的；幻觉的；有名无实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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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plan 2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189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
190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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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plaza 1 ['plɑ:zə] n.广场；市场，购物中心 n.(Plaza)人名；(英)普拉扎；(西、葡)普拉萨

193 poppin 1 n. 机械舞（街舞的一种）

194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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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producer 1 [prəu'dju:sə] n.制作人，制片人；生产者；发生器

197 producers 3 生产性

198 productions 2 n.生产( production的名词复数 ); 产量; 产品; 出示

199 purchased 1 ['pɜ tːʃəst] adj. 购买的 动词purch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00 pushed 1 [puʃt] adj.处于窘境的；为难的；推挤现象的 v.推；挤；逼迫（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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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2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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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recor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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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reopen 3 [,ri:'əupən] vt.使再开，使重开 vi.重开

206 reopening 1 英 [ˌriː 'əʊpən] 美 [ˌriː 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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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represents 2 [ˌreprɪ'zent] vt. 表现；表示；描绘；代表；象征；说明；阐明 vi. 提出异议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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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retur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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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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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saint 1 [seint] n.圣人；圣徒；道德崇高的人 adj.神圣的 vt.成为圣徒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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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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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scenery 1 n.风景；景色；舞台布景

216 season 2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217 se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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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September 2 [sep'tembə] n.九月

219 serves 1 英 [sɜːv] 美 [sɜ rː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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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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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2 sh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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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shows 5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224 sing 1 vi.唱歌；歌颂；鸣叫；呼号 vt.唱；用诗赞颂；唱着使 n.演唱；鸣声；呼啸声 n.(Sing)人名；(老、德、泰)辛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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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spreads 1 [spred] v. 传播；展开；散布；铺开；伸展；涂撒 n. 范围；传播；差额；幅度；盛宴

227 stage 3 [steidʒ] n.阶段；舞台；戏剧；驿站 vt.举行；上演；筹划 vi.举行；适于上演；乘驿车旅行 n.(Stage)人名；(英)斯特奇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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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suite 1 [swi:t] n.（一套）家具；套房；组曲；（一批）随员，随从

230 sunset 1 ['sʌnset] n.日落，傍晚

231 supports 1 [sə'pɔː ts] n. 支持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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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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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t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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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the 3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36 theater 4 ['θiətə, 'θi:ə-] n.电影院，戏院，剧场；戏剧；手术室

237 theatergoer 2 ['θi:ətə,gəuə] n.戏迷；戏剧家

238 theaters 6 n. 影剧院，剧院（theater复数）

239 theatre 1 ['θiətə, 'θi:ə-] n.电影院，戏院；戏剧；阶梯式讲堂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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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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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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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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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246 ticket 1 ['tikit] n.票；入场券，标签；（美）候选人名单；证明书；交通罚款单 vt.加标签于；指派；对…开出交通违规罚单

247 tickets 2 ['tɪkɪt] n. 票；券；标签；罚单；候选人名单 vt. 加标签于；售票；开罚单；检票，查验票证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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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tirelessly 1 ['taiəlisli] adv.不知疲倦地；不屈不挠地

250 to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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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1 Tony 1 ['təuni] n.托尼（男名）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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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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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unions 1 Union Islands of the Pacific also called Tokelaus 太平洋联合岛屿,又称托克劳群岛

255 until 3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256 vehicle 1 ['viː ɪk(ə)l] n.[车辆]车辆；工具；交通工具；运载工具；传播媒介；媒介物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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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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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wait 1 [weit] vt.等候；推迟；延缓 vi.等待；耽搁；伺候用餐 n.等待；等候 n.(Wai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特

260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61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262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263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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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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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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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w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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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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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271 wor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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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2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273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274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75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76 yearly 1 ['jə:li, 'jiə-] adj.每年的 adv.每年；一年一次 n.年刊；年鉴

277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278 York 2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279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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