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7-12 [Arts and Culture] Technology Brings New Interest,
Crowds to 'Closed' Theater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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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2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4 of 1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said 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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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theater 15 ['θiətə, 'θi:ə-] n.电影院，戏院，剧场；戏剧；手术室

7 and 1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8 tha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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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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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h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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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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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people 1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3 i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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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has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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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i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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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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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digital 7 ['didʒitəl] adj.数字的；手指的 n.数字；键

18 liv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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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shows 7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20 company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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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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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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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even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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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online 5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5 switcher 5 ['switʃə] n.交换机；转换开关；调车机车

26 technology 5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27 theaters 5 n. 影剧院，剧院（theater复数）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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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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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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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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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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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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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35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6 rsc 4 n. 重新起动能力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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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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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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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41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42 agency 3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43 computer 3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44 creative 3 [kri'eitiv] adj.创造性的

45 director 3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46 go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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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ju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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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les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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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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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muc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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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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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pandemic 3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53 pa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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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performance 3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55 performances 3 [pə'fɔː mənsɪz] 性能

56 Shakespeare 3 n.莎士比亚（1564-1616，英国诗人、剧作家）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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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streaming 3 ['stri:miŋ] n.流；（英）按能力分组 v.流动（stream的ing形式）

59 television 3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
60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61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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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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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65 wor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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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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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Alice 2 ['ælis] n.爱丽丝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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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70 angle 2 vi.钓鱼；谋取 n.角度，角，方面

71 arts 2 [a:ts] n.文科

72 available 2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73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74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75 Britain 2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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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building 2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78 camera 2 ['kæmərə] n.照相机；摄影机 n.(Camera)人名；(英、意、西)卡梅拉

79 charlotte 2 n.法国水果奶油布丁；夏洛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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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Colvin 2 科尔文(姓氏)

82 computers 2 [kəm'pju tːəz] n.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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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coronavirus 2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84 costly 2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
85 council 2 ['kaunsəl] n.委员会；会议；理事会；地方议会；顾问班子 n.(Council)人名；(英)康斯尔

86 crowds 2 [kraʊd] n. 人群；群众；大群；朋友 v. 拥挤；挤满；涌入；贴近；逼迫

87 development 2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88 device 2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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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Ellis 2 ['elis] n.埃利斯（男子名，等于Elias）

91 equipment 2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92 example 2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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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founder 2 ['faundə] vi.失败；沉没；倒塌；变跛 vt.破坏；使摔倒；垮掉 n.创始人；建立者；翻沙工

95 generation 2 [,dʒenə'reiʃən] n.一代；产生；一代人；生殖

96 hard 2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97 help 2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98 help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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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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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Internet 2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101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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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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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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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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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money 2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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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movies 2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
108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09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10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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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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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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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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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provided 2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115 reach 2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116 recordi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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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7 research 2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118 restrictions 2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119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20 r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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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royal 2 ['rɔiəl] adj.皇家的；盛大的；女王的；高贵的；第一流的 n.王室；王室成员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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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shared 2 英 [ʃeəd] 美 [ʃerd] adj. 共享的；共用的 v. 分享，共享；分配；共有（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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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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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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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

126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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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sta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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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st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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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streamed 2 [striː m] n. (小)河；水流；(人；车；气)流；组 v. 流动；流出；飘动；将(学生)按能力分组

130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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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theatre 2 ['θiətə, 'θi:ə-] n.电影院，戏院；戏剧；阶梯式讲堂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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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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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timmons 2 n. 蒂蒙斯

135 tools 2 [tu lː] n. 工具，用具（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）；器具

136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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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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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139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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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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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willing 2 ['wiliŋ] adj.乐意的；自愿的；心甘情愿的 v.决心；用意志力驱使；将（财产等）遗赠某人（will的现在分词） n.(Willing)
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维林；(英)威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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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acting 1 ['æktiŋ] adj.代理的；装腔作势的 n.演技；演戏；假装

145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146 actors 1 ['æktəz] n.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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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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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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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52 angles 1 英 ['æŋglz] 美 ['æŋgəlz] n. 角 名词angle的复数形式. Angles: n.；盎格鲁族

153 anymore 1 ['eni'mɔ:] adv.再也不，不再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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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156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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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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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atem 1 (=analytic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) 分析传递电子显微镜

160 Australian 1 [ɔ:'streɪljən] adj.澳大利亚的，澳大利亚人的 n.澳大利亚人

161 avatar 1 n.（印度教，佛教）神的化身；（某种思想或品质）化身；（网络）头像，替身 n.(Avatar)电影《阿凡达》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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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beat 1 [bi:t] vt.打；打败 vi.打；打败；拍打；有节奏地舒张与收缩 n.拍子；敲击；有规律的一连串敲打 adj.筋疲力尽的；疲惫不
堪的 n.(Beat)人名；(德)贝亚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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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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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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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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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169 bill 1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
170 bills 1 [bɪls] n. 账单；纸钞；汇票；法案 名词bill的复数形式.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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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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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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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broadcast 1 ['brɔ:dkɑ:st, -kæst] vt.播送，播放；（无线电或电视）广播；播撒（种子） vi.广播，播送；播放 n.广播；播音；广播
节目 adj.广播的

176 broke 1 [brəuk] adj.一文不名的，破产的 v.打破，断掉（break的过去式） n.(Broke)人名；(英)布罗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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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businesspeople 1 商人

179 cameras 1 ['kæmərəz] 照相机； 暗箱； 摄像机； 摄影机

180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181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182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183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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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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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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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charac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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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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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chris 1 [kris] n.克里斯（男子名）；克莉丝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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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closures 1 英 ['kləʊʒə(r)] 美 ['kloʊʒər] n. 关闭；关口；讨论终结；终结

192 Cody 1 ['kəudi] n.科迪（姓氏）

193 collective 1 [kə'lektiv] adj.集体的；共同的；集合的；集体主义的 n.集团；集合体；集合名词

194 combining 1 [kəm'bainiŋ] adj.化合的，结合性的 v.结合（combine的ing形式）

195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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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continually 1 [kən'tinjuəli] adv.不断地；频繁地

198 continuously 1 [kən'tɪnjuəsli] adv. 不断地；连续地

199 controlling 1 [kən'trəuliŋ] n.控制 v.控制；管理（control的ing形式）；验证

200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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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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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204 creates 1 [kri'ː eɪts] n. 创立 创建.

205 crews 1 [kru ]ː n. 全体船员；全体乘务员；(一组)工作人员；划艇队员 v. 当船员；当机务人员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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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crowd 1 [[kraud] n.群众,一伙;一堆,许多,大众 v.拥挤,挤满,挤进 vt.挤满,将...塞进;催促,催逼 vi.挤,拥挤,聚集

208 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09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210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211 design 1 [di'zain] vt.设计；计划；构思 n.设计；图案 vi.设计

212 desire 1 [di'zaiə] n.欲望；要求，心愿；性欲 vt.想要；要求；希望得到… vi.渴望 n.(Desire)人名；(刚(布)、英)德西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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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devices 1 [dɪ'vaɪsɪz] n. 设备

214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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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digitally 1 ['didʒitəli] adv.数位

217 dinners 1 n.正餐，主餐( dinner的名词复数 ); 宴会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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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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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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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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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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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3 drinks 1 [drɪŋks] n. 饮料 名词drink的复数形式.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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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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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edit 1 ['edit] vt.编辑；校订 n.编辑工作 n.(Edit)人名；(罗、匈)埃迪特

228 editing 1 n. 编辑 动词ed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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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electronic 1 adj.电子的 n.电子电路；电子器件

231 employing 1 [ɪm'plɔɪ] v. 雇佣；使用

232 empower 1 [im'pauə] vt.授权，允许；使能够

233 England 1 n.英格兰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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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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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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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excitement 1 [ik'saitmənt] n.兴奋；刺激；令人兴奋的事物

239 excluded 1 [ɪk'skluːd] vt. 排除；阻止；拒绝接受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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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expects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242 felt 1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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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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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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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fire 1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开
枪；激动；烧火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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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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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9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250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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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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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game 1 [geim] n.游戏；比赛 adj.勇敢的 vi.赌博 n.(Game)人名；(英)盖姆；(法)加姆；(西)加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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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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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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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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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258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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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grand 1 [grænd] adj.宏伟的；豪华的；极重要的 n.大钢琴；一千美元 n.(Grand)人名；(法)格朗；(英、瑞典)格兰德

261 grant 1 [grɑ:nt, grænt] vt.授予；允许；承认 vi.同意 n.拨款；[法]授予物 n.(Grant)人名；(瑞典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塞、德、意)
格兰特；(法)格朗

262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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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grown 1 [grəun] adj.长大的；成年的；长满某物的 v.生长；变成；栽培（grow的过去分词）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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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6 harder 1 [ha:də] adj.更难的；更努力的；更坚固的（hard的比较级） n.(Har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哈德

267 headquarters 1 [,hed'kwɔ:təz] n.总部；指挥部；司令部

268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269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270 h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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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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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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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humor 1 ['hju:mə] n.幽默，诙谐；心情 vt.迎合，迁就；顺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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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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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277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278 interested 1 ['intristid, 'intər-] adj.感兴趣的；有权益的；有成见的 v.使…感兴趣（interest的过去分词）

279 invited 1 [ɪn'vaɪtɪd] adj. 邀请的；引起的；招致的 动词inv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80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81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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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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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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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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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288 lets 1 abbr.地方交易系统（LocalExchangeTradingSystem）

289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90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291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292 longest 1 ['lɔŋgist, 'lɔ:ŋ-] adj.最长的 n.(Longest)人名；(英)朗格斯特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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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95 lose 1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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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magical 1 ['mædʒikəl] adj.魔术的；有魔力的

298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299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300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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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1 mean 1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
302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303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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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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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mini 1 ['mini] n.迷你型；微型汽车；超短裙 adj.微型的；袖珍的 abbr.微型汽车（minicar）；微型计算机（minicomputer） n.(Mini)
人名；(意、土、法)米尼

307 mixed 1 [mikst] adj.混合的；形形色色的；弄糊涂的 v.混合；弄混（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08 mobile 1 adj.可移动的；机动的；易变的；非固定的 n.移动电话

309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10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311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312 neil 1 [ni:l] n.尼尔（男子名）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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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315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16 observers 1 [əb'zɜːvəz] 观测器

317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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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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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opinion 1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321 opportunities 1 [ˌɒpə'tjuːnɪtɪs] npl. opportunity的复数形式，机会，时机

322 opportunity 1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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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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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ov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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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owed 1 英 [əʊd] 美 [oʊd] adj. 亏欠的；负债的；感恩的 动词ow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28 p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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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330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331 paying 1 ['pei'ŋ] adj.支付的；赢利的；合算的 n.支付；填缝；放送绳链 v.支付；报答（pay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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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permits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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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petty 1 ['peti] adj.琐碎的；小气的；小规模的 n.(Petty)人名；(英、法)佩蒂

336 phones 1 英 [fəʊn] 美 [foʊn] n. 电话；电话机；听筒；耳机；[语]音素 v. 打电话 suf. 表示“声音”或“说 ... 语言的人”

337 photography 1 [fə'tɔgrəfi] n.摄影；摄影术

338 physically 1 ['fizikli] adv.身体上，身体上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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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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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possibilities 1 英 [ˌpɒsə'bɪləti] 美 [ˌpɑːsə'bɪləti] n. 可能；可能性；可能的事情；潜在的价值

343 pre 1 abbr.炼油工程师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）

344 predict 1 [pri'dikt] vt.预报，预言；预知 vi.作出预言；作预料，作预报

345 prepare 1 [pri'pεə] vt.准备；使适合；装备；起草 vi.预备；做好思想准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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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6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347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348 producers 1 生产性

349 producing 1 [prə'djuːsɪŋ] n.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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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352 providing 1 [prəu'vaidiŋ] conj.假如，以…为条件 v.供给（provide的ing形式）；预备
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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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quick 1 [kwik] n.核心；伤口的嫩肉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，敏捷的；灵敏的 adv.迅速地，快 n.(Qui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芬)奎
克

355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356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357 rapids 1 [ræpidz] n.[水文]急流；湍流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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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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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reality 1 [ri'æləti, ri:-] n.现实；实际；真实

361 rebuilds 1 [ˌriː 'bɪld] v. 重建；重新组装；恢复

362 recorded 1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
363 rediscovered 1 [riː dɪs'kʌvəd] 重新找到； 重新发现

364 removing 1 [riː 'muːvɪŋ] n. 消除；排除；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65 reopened 1 英 [ˌriː 'əʊpən] 美 [ˌriː 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
366 replace 1 [ri'pleis] vt.取代，代替；替换，更换；归还，偿还；把…放回原处
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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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reproduce 1 [,ri:prə'dju:s] vt.复制；再生；生殖；使…在脑海中重现 vi.复制；繁殖
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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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371 room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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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2 Ruins 1 n.遗迹（ruin的复数形式）；废墟 v.毁灭（ruin的三单形式）

373 sarah 1 ['sεərə] n.莎拉（女子名）；萨拉（《圣经》中的人物）

374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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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377 selling 1 ['seliŋ] n.销售；出售 v.出售（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(Selling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塞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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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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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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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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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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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skills 1 技能

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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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smallest 1 ['smɔː lɪst] adj. 最小的

3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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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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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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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0 stand 1 [stænd] vi.站立；位于；停滞 vt.使站立；忍受；抵抗 n.站立；立场；看台；停止

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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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stating 1 [steɪt] n. 情形；状态；国家；州；政府 adj. 国家的；州的；国事礼仪的 v. 陈述；声明；说明；规定
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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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stream 1 [stri:m] n.溪流；流动；潮流；光线 vi.流；涌进；飘扬 vt.流出；涌出；使飘动

3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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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structure 1 ['strʌktʃə] n.结构；构造；建筑物 vt.组织；构成；建造

397 supports 1 [sə'pɔː ts] n. 支持

398 surely 1 ['ʃuəli, 'ʃɔ:-] adv.当然；无疑；坚定地；稳当地

399 switch 1 [switʃ] vt.转换；用鞭子等抽打 vi.转换；抽打；换防 n.开关；转换；鞭子

400 technical 1 ['teknikəl] adj.工艺的，科技的；技术上的；专门的

401 tension 1 ['tenʃən] n.张力，拉力；紧张，不安；电压 vt.使紧张；使拉紧

402 text 1 [tekst] n.[计]文本；课文；主题 vt.发短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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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405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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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thrones 1 英 [θrəʊn] 美 [θroʊn] n. 王位；君主

4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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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ticket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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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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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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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traditions 1 [trə'dɪʃnz] 传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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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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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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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valuable 1 ['væljuəbl] adj.有价值的；贵重的；可估价的 n.贵重物品

418 versions 1 ['vɜ ʃːəns] n. 版本 名词version的复数形式.

419 vide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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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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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4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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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w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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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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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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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6 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27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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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9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430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431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人名；(英)朗

432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433 younger 1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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