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8-21 [Arts and Culture] Broadway Returns with New
Investors, Big Plan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2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1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and 1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4 is 1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5 i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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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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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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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 Broadway 10 ['brɔ:dwei] n.百老汇（美国纽约市戏院集中的一条大街）

9 o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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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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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new 9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2 t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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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has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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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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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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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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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bo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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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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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business 5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20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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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musicals 5 ['mjuːzɪkəlz] n. 音乐片；音乐剧 名词musical的复数形式.

22 rudin 5 n.(Rudin)人名；(瑞典)鲁丁；(俄)鲁金

23 there 5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4 adj 4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25 investors 4 [ɪn'vestəz] 投资者

26 lik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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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money 4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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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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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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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33 bac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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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ig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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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lack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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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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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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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musical 3 ['mju:zikəl] adj.音乐的；悦耳的 n.音乐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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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pl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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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plays 3 [pleɪ] v. 玩；比赛；（在运动队中）担当；派...出场；带；踢；击（球）；走（棋子）；出牌；演奏；播放；扮演；假
装；上演；发挥（作用）；应付；处理；掠过；浮现；使轻快地活动；（喷泉）喷涌；做游戏 n. 游戏；戏剧；比赛；发挥
作用；玩笑；间隙；闪烁；闪现

42 producer 3 [prəu'dju:sə] n.制作人，制片人；生产者；发生器

43 sale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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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sho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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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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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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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48 accountant 2 [ə'kauntənt] n.会计师；会计人员

49 actors 2 ['æktəz] n.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.

50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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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olored 2 ['kʌləd] adj.有色的；着色的；有色人种的 v.把...染色，粉饰，脸红（color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53 crew 2 [kru:] n.队，组；全体人员，全体船员 vi.一起工作 vt.使当船员 n.(Crew)人名；(英、西)克鲁

54 davenport 2 ['dævənpɔ:t] n.坐卧两用的长沙发；一种书桌 n.(Davenport)人名；(英)达文波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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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diverse 2 [dai'və:s, di-] adj.不同的；多种多样的；变化多的

57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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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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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Gregory 2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
60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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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high 2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62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63 history 2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64 hopes 2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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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investing 2 [ɪnvestɪŋ] n. 投资 动词inves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67 investment 2 [in'vestmənt] n.投资；投入；封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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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Johnson 2 ['dʒɔnsən] n.约翰逊（姓氏）

70 m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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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1 mill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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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nex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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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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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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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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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passionate 2 ['pæʃənit] adj.热情的；热烈的，激昂的；易怒的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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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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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8 producers 2 生产性

79 projects 2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80 returning 2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
81 returns 2 [rɪ'tɜːnz] n. 报告；统计表；研究成果 名词return的复数形式.

82 saf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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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84 shows 2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85 shutdown 2 ['ʃʌtdaun] n.关机；停工；关门；停播

86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
87 starting 2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88 step 2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89 theater 2 ['θiətə, 'θi:ə-] n.电影院，戏院，剧场；戏剧；手术室

90 theaters 2 n. 影剧院，剧院（theater复数）

91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92 thoughts 2 ['θɔː ts] n. 思维 名词thought的复数形式.

93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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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various 2 ['vεəriəs] adj.各种各样的；多方面的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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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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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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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100 accusations 1 n.指责( accusation的名词复数 ); 指控; 控告; （被告发、控告的）罪名

101 actor 1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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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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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advertising 1 ['ædvətaiziŋ] n.广告；广告业；登广告 adj.广告的；广告业的 v.公告；为…做广告（advertise的ing形式）

105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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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108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9 apologized 1 [ə'plɒlədʒaɪzd] adj. 道歉的 动词apolog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10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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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award 1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113 awards 1 英 [ə'wɔː d] 美 [ə'wɔː 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114 backed 1 [bækt] adj.有背的；有财力支持的 v.支持；使后退（back的过去分词）

115 backgrounds 1 ['bækɡraʊndz] 时代背景

116 backing 1 ['bækiŋ] n.支持；后退；支持者；衬背 v.支持（back的ing形式）

117 banking 1 ['bæŋkiŋ] n.银行业；银行业务；银行家的职业；筑堤 v.把钱存入银行；做银行家；在…边筑堤（bank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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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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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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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behavior 1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
122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123 beliefs 1 n.信仰；信�（belief的复数）

124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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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126 bet 1 [bet] n.打赌，赌注；被打赌的事物 vt.打赌；敢断定，确信 vi.打赌 n.(Bet)人名；(意、以、瑞典、英)贝特

127 Blair 1 [blεə] n.布莱尔（男子名）

128 bold 1 [bəuld] adj.大胆的，英勇的；黑体的；厚颜无耻的；险峻的 n.(B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罗、捷、瑞典)博尔德

129 boots 1 [bu:ts] n.靴子（boot的复数）；（英）擦靴的仆役

130 Brian 1 ['braiən] n.布莱恩（男子名）

131 bringing 1 [briŋ] vt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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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bully 1 ['buli] n.欺凌弱小者；土霸 adj.第一流的；特好的 vt.欺负；威吓 vi.欺侮人 adv.很；十分 int.好；妙 n.(Bully)人名；(法)布
利

133 bullying 1 ['bʊli] n. 欺凌弱小者；开球 vt. 恐吓；威胁；欺负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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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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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carla 1 ['kɑ:lə] n.卡拉（女子名）

137 c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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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classic 1 ['klæsik] adj.经典的；古典的，传统的；最优秀的 n.名著；经典著作；大艺术家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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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0 collection 1 [kə'lekʃən] n.采集，聚集；[税收]征收；收藏品；募捐

141 combined 1 [kəm'baind] adj.结合的；[数]组合的 v.使结合；联合（combine的过去分词）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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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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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4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145 cook 1 [kuk] vt.烹调，煮 vi.烹调，做菜 n.厨师，厨子 n.(Cook)人名；(英、印)库克

146 cooking 1 n.烹饪 adj.烹调的 v.烹调；筹划（cook的ing形式）

147 cool 1 [ku:l] adj.凉爽的；冷静的；出色的 vt.使…冷却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变凉；平息 n.凉爽；凉爽的空气 adv.冷静地 n.(Cool)人
名；(法)科尔；(英)库尔

148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149 covers 1 英 ['kʌvə(r)] 美 ['kʌvər] n. 封面；盖子；套子；表面 v. 覆盖；涉及；包含；掩护；给…保险

150 cox 1 [kɔks] vt.做...舵手；当艇长 vi.做舵手 n.舵手 n.(Cox)人名；(德、西、瑞典)科克斯；(英、法)考克斯

151 developm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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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Disney 1 ['dizni] n.迪斯尼（美国动画影片制作家及制片人）

153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54 dreamgirls 1 n.梦幻女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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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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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emotions 1 英 [ɪ'məʊʃənz] 美 [ɪ'moʊʃənz] n. 情感 名词emotion的复数形式.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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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expressing 1 v.表达；表达观点（express的ing形式）

160 extraordinarily 1 [英[ɪksˈtrɔ:dnrɪlɪ] 美 [ɪkˈstrɔrdn:̩ ɛrɪlɪ]] adv.非常；格外地；非凡地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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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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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favors 1 ['feɪvə] n. 偏爱；好意；特权；赞成 vt. 偏爱；给予；支持；关心；利于；长得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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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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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fill 1 [fil] vt.装满，使充满；满足；堵塞；任职 vi.被充满，膨胀 n.满足；填满的量；装填物 n.(Fill)人名；(德、俄、匈)菲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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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 financed 1 ['faɪnæns] n. 金融；财政；资金 vt. 给 ... 提供资金；负担经费

168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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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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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72 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173 formerly 1 ['fɔ:məli] adv.以前；原来

174 found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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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frighten 1 ['fraitən] vt.使惊吓；吓唬… vi.害怕，惊恐

176 frozen 1 ['frəuzn] adj.冻结的；冷酷的 v.结冰（freeze的过去分词）；凝固；变得刻板

177 funny 1 adj.有趣的，好笑的，滑稽的；（口）稀奇的，古怪的，奇异的；有病的，不舒服的；狡猾的，欺骗（性）的，可疑
的，不光明 n.滑稽人物；笑话，有趣的故事；滑稽连环漫画栏；（英）（比赛用）单人双桨小艇

178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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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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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godot 1 戈多

182 Gordon 1 ['gɔ:dn] n.戈登（男子名）

183 grace 1 [greis] n.优雅；恩惠；魅力；慈悲 vt.使优美 n.(Grace)人名；(英)格雷斯，格雷丝(女名)；(法)格拉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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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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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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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hall 1 n.过道，门厅，走廊；会堂；食堂；学生宿舍；大厅，前厅；娱乐中心，会所 n.（土）哈勒（人名）；（德、波、丹、
芬、瑞典）哈尔（人名）；（英）霍尔（人名）；（法）阿尔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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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harry 1 ['hæri] vt.折磨；掠夺；骚扰；使苦恼 n.(Harry)人名；(英)哈里，哈丽(女名)(教名Henry、Harriet的昵称)

190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91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192 helpful 1 ['helpful] adj.有帮助的；有益的

193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194 hole 1 [həul] n.洞，孔；洞穴，穴；突破口 vi.凿洞，穿孔；（高尔夫球等）进洞 vt.凿洞 n.(Hole)人名；(瑞典、挪)霍勒；(英)霍
尔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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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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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immediate 1 [i'mi:diət] adj.立即的；直接的；最接近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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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201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02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203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204 interesting 1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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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6 island 1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
207 Jill 1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208 job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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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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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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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ken 1 n.视野范围，见地，知识范围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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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king 1 [英[kɪŋ] 美[kɪŋ]] n.国王；最有势力者；王棋 vi.统治；做国王 vt.立…为王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，最大的 n.(King)人名；
(德、英、葡、捷、西)金；(中)金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京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京

213 kinky 1 ['kinki] adj.奇形怪状的，怪癖的；稍微变态的；扭结的，古怪的

214 lawyer 1 ['lɔ:jə] n.律师；法学家 n.(Lawyer)人名；(英)劳耶

215 leagu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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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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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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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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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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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lion 1 ['laiən] n.狮子；名人；勇猛的人；社交场合的名流 n.(Lion)人名；(西、葡)利昂；(德、法、意、捷、瑞典)利翁；(英)莱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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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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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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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makeup 1 ['meikʌp] n.化妆品；组成；补充；补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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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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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230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231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232 Montgomery 1 [mənt'gʌməri] n.蒙哥马利（姓氏）；蒙哥马利（英国郡名）

233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34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35 Moreland 1 n. 莫兰

236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237 network 1 ['netwə:k] n.网络；广播网；网状物

238 no 1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239 nothing 1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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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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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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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244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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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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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open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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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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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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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percent 1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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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3 permitted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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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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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potter 1 ['pɔtə] n.陶艺家，制陶工人 vt.闲混，虚度 vi.闲逛；慢条斯理地做事 n.(Potter)人名；(英、荷、德、葡)波特

257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258 proof 1 [pru:f] n.证明；证据；校样；考验；验证；试验 adj.防…的；不能透入的；证明用的；耐…的 vt.试验；校对；使不被穿
透

259 proving 1 ['pru:viŋ] v.证明；校对；发酵（prove的ing形式） n.证明；检查；校对 adj.检验的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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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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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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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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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records 1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265 refer 1 [ri'fə:] vi.参考；涉及；提到；查阅 vt.涉及；委托；归诸于；使…求助于

266 release 1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267 remake 1 [,ri:'meik, 'ri:meik] n.重做；重制物 vt.再制

268 renee 1 [ri'nei] n.蕾妮（人名）

269 renewal 1 [ri'nju:əl] n.更新，恢复；复兴；补充；革新；续借；重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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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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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273 requires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274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75 risks 1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
276 sadly 1 ['sædli] adv.悲哀地；悲痛地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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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Scott 1 [skɔt] n.斯科特（男子名）

279 seats 1 ['siː ts] n.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.

280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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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283 serjeant 1 ['sɑ:dʒənt] n.陆战队士官之通称 n.(Serjeant)人名；(英)萨金特

284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285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286 shand 1 n. 尚德

287 sheila 1 ['ʃi:lə] n.少女；姑娘，小姐 n.(Sheila)人名；(法)塞拉；(印)谢拉；(英)希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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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
290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291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292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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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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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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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sportsperson 1 英 ['spɔː tspɜːsn] 美 ['spɔː rtspɜ rːsn] n. 爱好运动的人; 运动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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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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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st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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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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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301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302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303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304 television 1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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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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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08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309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310 threaten 1 ['θretən] vt.威胁；恐吓；预示 vi.威胁；可能来临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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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Tony 1 ['təuni] n.托尼（男名）

313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14 underwood 1 ['ʌndəwud] n.[林]林下灌丛；丛林（等于underbrush） n.(Underwood)人名；(英、意)安德伍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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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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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vaccination 1 [,væksi'neiʃən] n.接种疫苗；种痘

318 variety 1 [英 [və̍ raɪəti] 美 [vəˈraɪɪti] n.多样；种类；杂耍；变化，多样化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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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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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wages 1 ['weɪdʒɪz] n. 工资；报酬；代价 名词wage的复数；动词wag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322 waiting 1 ['weitiŋ] n.等待；服侍 adj.等待的；服侍的 v.等待；伺候（wait的ing形式）；延缓 n.(Waiting)人名；(英)韦廷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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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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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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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weaker 1 [wiː kər] adj. 较弱的 形容词weak的比较级形式.

328 websites 1 ['websaɪts] n. 网站（名词website的复数形式）

329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30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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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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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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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335 wicked 1 ['wikid] adj.邪恶的；恶劣的；不道德的；顽皮的

336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337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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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9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340 writers 1 ['raɪtəz] 作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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