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0-02 [Arts and Culture] New York Met Opera Reopens after
18 Month-long COVID Closure 词频表词频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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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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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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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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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by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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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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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blanchard 7 n. 布兰查德

8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9 his 6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0 met 6 [met] v.遇见（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et)人名；(瑞典)梅特

11 blow 5 [bləu] n.吹；打击；殴打 vi.风吹；喘气 vt.风吹 n.(Blow)人名；(英)布洛

12 opera 5 ['ɔpərə] n.歌剧；歌剧院；歌剧团 n.(Opera)人名；(意)奥佩拉

13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4 Charles 4 [tʃɑ:lz] n.查尔斯（人名）

15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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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lemmon 4 莱蒙（人名）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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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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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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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 composer 3 [kəm'pəuzə] n.作曲家；作家，著作者；设计者

21 covid 3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22 life 3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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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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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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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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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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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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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30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1 York 3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32 abuse 2 [ə'bju:z, ə'bju:s] n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；弊端；恶习，陋习 vt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 n.(Abuse)人名；(英)阿比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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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a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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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ased 2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36 biggest 2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37 bones 2 英 [bəʊnz] 美 [boʊnz] n. 骨骼 名词bone的复数形式.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38 break 2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晓；
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39 Caty 2 卡蒂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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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heers 2 ['tʃiəz] v.感谢；谢谢；再见

42 college 2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43 crowd 2 [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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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dark 2 adj.黑暗的，深色的；模糊的；无知的；忧郁的 n.黑暗；夜；黄昏；模糊 n.（Dark）人名；（英）达克 n.（Dark）《暗
黑》（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）

45 explores 2 英 [ɪk'splɔː (r)] 美 [ɪk'splɔː r] v. 探测；探险；考察；探究

46 fir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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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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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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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is 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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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Lincoln 2 ['liŋkən] n.林肯（美国第16任总统）；林肯（福特汽车厂出产的名牌豪华汽车）

52 Louisiana 2 [lu:,i:zi'ænə] n.美国路易斯安那州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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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move 2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55 my 2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56 night 2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57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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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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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performed 2 英 [pə'fɔː m] 美 [pər'fɔː 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61 praise 2 [preiz] n.赞扬；称赞；荣耀；崇拜 vt.赞美，歌颂；表扬 vi.赞美；赞扬

62 reaction 2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
63 received 2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64 second 2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65 segregated 2 ['segrigeitid] adj.被隔离的 v.隔离（segregate的过去式）；分离

66 shut 2 [ʃʌt] vt.关闭；停业；幽禁 vi.关上；停止营业 n.关闭 adj.关闭的；围绕的 n.(Shut)人名；(俄)舒特；(中)室(广东话·威妥玛)

67 si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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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stole 2 [stəul] n.圣衣；女用披肩 v.偷窃，偷盗（steal的过去式）

69 sway 2 [swei] vt.影响；统治；使摇动 vi.影响；摇摆 n.影响；摇摆；统治 n.(Sway)人名；(以)斯韦

70 t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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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72 tim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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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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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weaver 2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75 went 2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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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7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78 you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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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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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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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80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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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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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adult 1 ['ædʌlt, ə'dʌlt] adj.成年的；成熟的 n.成年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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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alongside 1 [ə'lɔŋ'said] adv.在旁边 prep.在……旁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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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88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89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90 applaud 1 vt.赞同；称赞；向…喝彩 vi.喝彩；鼓掌欢迎

91 applauding 1 [ə'plɔː d] vi. 拍手喝彩 vt. 称赞；赞成；鼓掌

92 approval 1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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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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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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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98 audience 1 [ˈɔː diəns] n.观众；听众；读者；接见；正式会见；拜会

99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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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bend 1 [bend] vt.使弯曲；使屈服；使致力；使朝向 vi.弯曲，转弯；屈服；倾向；专心于 n.弯曲 n.(Bend)人名；(瑞典)本德

102 bent 1 [bent] n.爱好，嗜好 adj.弯曲的；决心的 n.(Be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丹、挪、印)本特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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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blac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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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Blum 1 [blu:m] n.布卢姆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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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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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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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champion 1 ['tʃæmpiən] n.冠军；拥护者；战士 vt.支持；拥护 adj.优胜的；第一流的 n.(Champion)人名；(英)钱皮恩；(法)尚皮翁

110 child 1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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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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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closure 1 ['kləuʒə] n.关闭；终止，结束 vt.使终止

114 clothes 1 [kləuðz] n.衣服

115 costly 1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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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dancing 1 ['dɑ:nsiŋ] n.跳舞；舞蹈 v.跳舞；摇晃（dance的ing形式）

118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119 descriptive 1 [di'skriptiv] adj.描写的，叙述的；描写性的

120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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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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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3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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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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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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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128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129 emile 1 [ei'mi:l] n.埃米尔（男子名，等于Emil）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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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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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Evelyn 1 ['i:vlin; 'ev-] n.伊夫林（女子名）

133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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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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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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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fans 1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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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fighter 1 ['faitə] n.战士，斗争者；斗士；奋斗者；好战者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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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forth 1 [fɔ:θ] adv.向前，向外；自…以后 n.(Forth)人名；(德)福特；(英)福思

142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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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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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146 greta 1 ['gretə] n.格里塔（女子名，Margaret的昵称，等于Gretta）

147 Griffith 1 ['grifiθ] n.格里菲思（女子名，Griffin的异体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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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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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0 hands 1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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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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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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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III 1 num.罗马数字3 abbr.国际情报公司（InformationInternationalInc）；工业仪表公司（InstrumentsforIndustriesInc）

155 individually 1 [,indi'vidjuəli, -dʒu-] adv.个别地，单独地

156 jewels 1 [d'ʒuːəlz] n. 珠宝 名词jewel的复数形式.

157 joy 1 [dʒɔi] n.欢乐，快乐；乐趣；高兴 vi.欣喜，欢喜 vt.高兴，使快乐

158 kasi 1 n.(Kasi)人名；(芬)卡西

159 largely 1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
160 lasted 1 ['lɑːstɪd] adj. 持续的 动词la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61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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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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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liverman 1 ['lɪvəmæn] n. 穿制服的同业工会会员

165 long 1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166 loud 1 [laud] adj.大声的，高声的；不断的；喧吵的 adv.大声地，高声地，响亮地 n.(Loud)人名；(英)劳德

167 love 1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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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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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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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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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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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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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message 1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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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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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178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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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181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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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opinion 1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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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86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87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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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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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phrase 1 [freiz] n.短语,习语,措辞,乐句 vt.措词,将(乐曲)分成乐句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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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player 1 n.运动员，比赛者；游戏者，做游戏的人；演奏者，表演者；演员；播放器

193 play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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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plot 1 [plɔt] n.情节；图；阴谋 vt.密谋；绘图；划分；标绘 vi.密谋；策划；绘制 n.(Plot)人名；(捷)普洛特；(法)普洛

195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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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professional 1 [prə'feʃənəl] adj.专业的；职业的；职业性的 n.专业人员；职业运动员

198 race 1 n.属，种；种族，人种；家庭，门第；赛事，赛跑 vt.使参加比赛；和…竞赛；使急走，使全速行进 vi.比速度，参加竞
赛；全速行进 n.(Race)人名；(英)雷斯；(塞)拉采

199 relative 1 ['relətiv] adj.相对的；有关系的；成比例的 n.亲戚；相关物；[语]关系词；亲缘植物

200 religion 1 [ri'lidʒən] n.宗教；宗教信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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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reopens 1 英 [ˌriː 'əʊpən] 美 [ˌriː 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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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restricted 1 [ri'striktid] adj.受限制的；保密的 v.限制（restr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05 ronald 1 ['rɔnəld] n.罗纳德（男子名）

206 Russell 1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207 search 1 [sə:tʃ] vi.搜寻；调查；探求 vt.搜索；搜寻；调查；搜查；探求 n.搜寻；探究，查究 n.(Search)人名；(英)瑟奇

208 seeming 1 ['si:miŋ] n.外观 adj.表面上的

209 segregation 1 [,segri'geiʃən] n.隔离，分离；种族隔离

210 sex 1 [seks] n.性；性别；性行为；色情 vt.引起…的性欲；区别…的性别

211 share 1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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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shiny 1 ['ʃaini] adj.有光泽的，擦亮的；闪耀的；晴朗的；磨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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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shrink 1 n.收缩；畏缩；<俚>精神病学家 vt.使缩小，使收缩 vi.收缩；畏缩

215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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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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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219 sta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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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state 1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221 strike 1 [straik] vi.打，打击；罢工；敲，敲击；抓；打动；穿透 vt.打，击；罢工；撞击，冲击；侵袭；打动；到达 n.罢工；打
击；殴打 n.(Strike)人名；(英)斯特赖克

222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223 survival 1 [sə'vaivəl] n.幸存，残存；幸存者，残存物

224 suspension 1 [sə'spenʃən] n.悬浮；暂停；停职

225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
226 telling 1 ['teliŋ] adj.有效的；生动的；显著的 n.命令；叙述；吐露真情 v.告诉；讲述（tell的ing形式）；命令 n.(Telling)人名；(英)
特林

227 Terence 1 ['terəns] n.特伦斯（男子名）

228 theater 1 ['θiətə, 'θi:ə-] n.电影院，戏院，剧场；戏剧；手术室

229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230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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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233 trumpet 1 ['trʌmpit] n.喇叭；喇叭声 vt.吹喇叭；吹嘘 vi.吹喇叭；发出喇叭般的声音

234 verb 1 [və:b] n.动词；动词词性；动词性短语或从句 adj.动词的；有动词性质的；起动词作用的 n.(Verb)人名；(俄)韦尔布

235 victory 1 ['viktəri] n.胜利；成功；克服 n.(Victory)人名；(西)维多利；(英)维克托里

236 Walter 1 ['wɔ:ltə] n.沃尔特（男子名）

237 warmly 1 ['wɔ:mli] adv.热情地；温暖地；亲切地

238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239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40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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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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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wild 1 [waild] adj.野生的；野蛮的；狂热的；荒凉的 n.荒野 adv.疯狂地；胡乱地 n.(Wild)人名；(英)怀尔德；(法、德、葡、捷、
匈)维尔德

244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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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wore 1 [wɔ:] v.穿（衣服等）；戴（首饰等）；装着（wear的过去式）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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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7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248 writes 1 [raɪt] v. 写；书写；填写；作曲

249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50 youngest 1 ['jʌŋgist] n.最小的儿子；年纪最小的人 adj.最年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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