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1-07 [Arts and Culture] Historic Season for Drive-In Theaters
Comes to End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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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3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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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dmits 1 [əd'mɪt] vt. 承认；允许进入；给…进入的权利；容纳 vi. 承认；允许进入；允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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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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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llows 1 [ə'laʊz] 允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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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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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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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4 and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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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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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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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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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 association 1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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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 attendance 1 n.出席；到场；出席人数；考勤

22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23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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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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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27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28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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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31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32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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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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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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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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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andy 1 ['kændi] vt.用糖煮；使结晶为砂糖；美化 vi.糖煮；成为结晶 n.糖果（等于sweets）；冰糖（等于
sugarcandy，rockcandy）；毒品 adj.新潮的（服饰）；甜言蜜语的

38 cars 1 英 [kɑ:z] 美 [kɑ:rz] n. 汽车；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.

39 Caty 1 卡蒂

40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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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42 ceremonies 1 英 ['serəməni] 美 ['serəmoʊni] n. 仪式；礼节；典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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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ertainly 1 ['sə:tənli] adv.当然；行（用于回答）；必定

45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46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47 Clark 1 [kla:k] n.克拉克（男子名） n.(Clark)人名；(瑞典、葡、西、芬、斐、意、德、匈、英、土)克拉克

48 clearing 1 ['kliəriŋ] n.结算；空地；清扫 v.澄清；放晴（clear的ing形式）

49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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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losing 2 ['kləuziŋ] adj.收盘的；结束的；结尾的 n.结尾辞 v.关闭（close的ing形式）

52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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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55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56 community 3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57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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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60 corner 1 ['kɔ:nə] n.角落，拐角处；地区，偏僻处；困境，窘境 vi.囤积；相交成角 vt.垄断；迫至一隅；使陷入绝境；把…难住 n.
(Corner)人名；(法)科尔内；(英)科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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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umberland 1 ['kʌmbələnd] n.坎伯兰郡（英格兰一郡名）

63 custom 1 n.习惯，惯例；风俗；海关，关税；经常光顾；[总称]（经常性的）顾客 adj.（衣服等）定做的，定制的

64 d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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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66 degrees 1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
67 Detroit 1 [di'trɔit] n.底特律（美国一座城市）

68 diplomas 1 [dɪp'ləʊməz] pl. 公文；文书；执照；特许证；毕业文凭；学位证书；奖状

69 distanced 1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
70 distancing 1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
71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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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73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74 doors 2 [dɔ:z] n.大门；入口；通道（door的复数）

75 drive 21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76 dropping 1 ['drɔpiŋ] n.落下；空投；滴下物 v.落下；退出（drop的ing形式）；滴入；随口漏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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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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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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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81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82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83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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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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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event 3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86 events 2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87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88 expects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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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fall 1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91 film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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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film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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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final 1 ['fainl] adj.最终的；决定性的；不可更改的 n.决赛；期末考试；当日报纸的末版

94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95 flat 1 adj.平的；单调的；不景气的；干脆的；平坦的；扁平的；浅的 adv.（尤指贴着另一表面）平直地；断然地；水平地；直
接地，完全地 n.平地；公寓；平面 vt.使变平；[音乐]使（音调）下降，尤指降半音 vi.逐渐变平；[音乐]以降调唱（或奏）
n.（法）弗拉特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弗莱特（人名）

96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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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ford 3 n.浅滩；Ford：福特汽车公司 vi.涉水而过 vt.涉过；徒涉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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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gather 1 ['gæðə] vt.收集；收割；使…聚集；使…皱起 vi.聚集；化脓；皱起 n.聚集；衣褶；收获量 n.(Gather)人名；(德)加特

101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102 giv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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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
104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105 graduation 2 [grædju'eiʃən, -dʒu-] n.毕业；毕业典礼；刻度，分度；分等级

106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107 Halloween 1 [,hæləu'i:n] n.万圣节前夕（指十月三十一日夜晚）

108 Hampshire 1 ['hæmpʃə] n.汉普郡（英国南部之一郡）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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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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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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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13 hel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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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115 higher 2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116 hinsdale 1 n. 欣斯代尔(在美国；西经 87º55' 北纬 41º48')

117 historic 1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
118 holds 1 英 [həʊldz] 美 [hoʊldz] n. 货舱；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.

119 Hollywood 1 ['hɔliwud] n.好莱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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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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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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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in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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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5 inch 1 [intʃ] n.英寸；身高；少许 vt.使缓慢地移动 vi.慢慢前进 n.(Inch)人名；(英)英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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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Indiana 1 [,indi'ænə] n.印第安纳州（美国中部的州）

127 Indianapolis 1 [,indiə'næpəlis] n.印第安纳波利斯（美国印第安纳州首府）

128 indoor 1 ['indɔ:] adj.室内的，户内的

129 ins 8 abbr.惯性导航系统（InertialNavigationSystem）；国际新闻社（InternationalNewsService）；信息网络系统
（InformationNetworkSystem）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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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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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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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jay 1 [dʒei] n.鸟；松鸡；喋喋不休的人 n.(Jay)人名；(英)杰伊；(法)热

135 john 3 [dʒɔn] n.厕所

136 julia 1 ['dʒu:ljə] n.朱莉娅（女子名）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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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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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knock 1 [nɔk] vi.敲；打；敲击 vt.敲；打；敲击；批评 n.敲；敲打；爆震声

140 la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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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la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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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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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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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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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limiting 1 ['limitiŋ] adj.限制的；限制性的 v.限制；限定（limit的现在分词）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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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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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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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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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marcella 1 [mɑ:'selə] n.凹凸纹细布；玛塞拉（女名）

151 medicine 1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152 Michigan 1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
153 Midwestern 1 ['mid'westən] adj.美国中西部的

154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155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56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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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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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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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movies 4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
160 mowery 3 n. 莫厄里

161 much 2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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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nearby 1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
164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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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newville 1 n. 纽维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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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 nice 1 [nais] adj.精密的；美好的；细微的；和蔼的 n.(Nice)人名；(英)尼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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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normal 1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170 northfield 2 n. 诺思菲尔德

171 nostalgia 2 [nɔ'stældʒiə, nə-] n.乡愁；怀旧之情；怀乡病

172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73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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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176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177 of 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78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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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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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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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ope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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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opened 1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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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operates 1 英 ['ɒpəreɪt] 美 ['ɑːpəreɪt] v. 操作；运转；经营；动手术

187 operating 1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
188 operator 1 ['ɔpəreitə] n.经营者；操作员；话务员；行家

189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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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ordering 1 ['ɔ:dəriŋ] n.订购；[计]排序；[计]定序 v.订购（order的ing形式）；命令；指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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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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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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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196 owners 2 ['əʊnəz] 业主

197 owns 1 英 [əʊn] 美 [oʊn] adj. 自己的；特有的 n. 自己的东西 v. 承认；拥有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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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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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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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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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Pennsylvania 1 [,pensil'veinjə] n.宾夕法尼亚州（美国州名）

203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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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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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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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7 played 1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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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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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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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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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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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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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releasing 1 [rɪ'liː sɪŋ] n. 释放 动词releas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16 remembering 1 [ri'membəriŋ] n.回忆，记住 v.记住（remember的现在分词）；想起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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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requests 1 [rɪ'kwest] n. 请求；要求 vt. 请求；要求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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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rou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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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runs 1 [rʌnz] n.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；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.

222 Russell 2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223 sadness 1 ['sædnis] n.悲哀

224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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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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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says 5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28 screen 2 [skri:n] n.屏，幕；屏风 vt.筛；拍摄；放映；掩蔽 vi.拍电影 n.(Screen)人名；(英)斯克林

229 screens 1 [skriː nz] n. 屏幕 名词screen的复数形式.

230 season 4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231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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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234 sell 1 [sel] vt.销售；推销；出卖；欺骗 vi.卖；出售；受欢迎；有销路 n.销售；失望；推销术 n.(Sell)人名；(德)泽尔；(英、芬、
瑞典)塞尔

235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236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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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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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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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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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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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snow 1 [snəu] n.雪，积雪；下雪 vi.降雪 vt.使纷纷落下；使变白 n.(Snow)人名；(英)斯诺

242 snowing 1 英 [snəʊ] 美 [snoʊ] n. 下雪 动词snow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43 snowstorm 1 ['snəustɔ:m] n.暴风雪；雪暴

244 snyder 4 n.斯奈德（美国得克萨斯州城市名）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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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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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socially 1 ['səuʃəli] adv.在社会上；在社交方面；善于交际地

248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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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50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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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spring 1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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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252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253 starts 1 [s'tɑ tːs] v. 开始；启动；开创（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开始；开创（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）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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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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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56 still 3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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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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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260 sundown 1 ['sʌndaun] n.日落；阔缘的女帽 vi.产生夜间幻觉

261 sunrise 1 ['sʌnraiz] n.日出；黎明 n.(Sunrise)人名；(德)松里泽

262 surface 1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
263 temperatures 1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264 tha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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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t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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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the 2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67 theaters 3 n. 影剧院，剧院（theater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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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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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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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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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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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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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Tibbs 2 [人名] 蒂布斯

276 ticket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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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ticket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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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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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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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to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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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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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treat 2 [tri:t] vt.治疗；对待；探讨；视为 vi.探讨；请客；协商 n.请客；款待 n.(Treat)人名；(英)特里特

283 treating 1 [triː tɪŋ] n. 处理 动词treat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284 trick 3 [trik] n.诡计；恶作剧；窍门；花招；骗局；欺诈 vt.欺骗；哄骗；装饰；打扮 vi.哄骗；戏弄 adj.特技的；欺诈的；有决
窍的 n.(Trick)人名；(英)特里克

285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
286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87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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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290 us 1 pron.我们

291 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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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usual 2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293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94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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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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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Vincent 2 ['vinsənt] n.文森特（男名）

297 visitor 2 ['vizitə] n.访问者，参观者；视察者；候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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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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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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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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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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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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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weekend 3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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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08 what 2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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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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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312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313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314 wiggins 1 n. 威金兹

315 William 1 ['wiljəm] n.威廉（男子名）；钞票，纸币

316 wishing 1 ['wiʃiŋ] n.期盼着，希望；愿望 v.希望；想要（wish的ing形式）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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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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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9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320 Wyoming 3 [wai'əumiŋ] n.美国怀俄明州

321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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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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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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