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-12-04 [Arts and Culture] Music Show in Mexico Combines
Sound and Silence 词频表
the 2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in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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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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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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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5 and 1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6 or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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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 a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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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 music 7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9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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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 who 7 pron.谁；什么人
11 s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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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

·威妥玛)

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13 clown 5 [klaun] n.小丑；乡下人；粗鲁笨拙的人 vi.扮小丑；装傻
14 de 5 [di:] abbr.判定元件（DecisionElement） n.(De)人名；(朝)大
15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6 performance 5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17 story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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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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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0 charact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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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22 la 4 [lɑ:] n.全音阶中的第6个音；A音的唱名 n.(La)人名；(中)辣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越)罗；(朝)罗；(缅、老)拉
23 Mexico 4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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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Parra 4 帕拉
26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27 pl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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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

典)普莱

throug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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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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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 classical 3 ['klæsikəl] adj.古典的；经典的；传统的；第一流的 n.古典音乐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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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 her 3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33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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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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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u 3 [mju:] n.希腊语的第12个字母；微米 n.(Mu)人名；(中)茉(广东话·威妥玛)
35 musicians 3 [mju:'zɪʃənz] n. 音乐家（musician的复数）；乐师
36 orchestra 3 ['ɔ:kistrə, -kes-] n.管弦乐队；乐队演奏处
37 oz 3 [ɔz] abbr.[金融]盎司（ounce） n.(Oz)人名；(以)奥兹
38 performs 3 英 [pə'fɔːm] 美 [pər'fɔː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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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ers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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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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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

伯)赛义德
4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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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ilence 3 ['sailəns] n.沉默；寂静；缄默；不谈；无声状态 vt.使沉默；使安静；压制；消除噪音 int.安静！；别作声！
43 sound 3 [saund] vt.听（诊）；测量，测…深；使发声；试探；宣告 n.声音，语音；噪音；海峡；吵闹；听力范围；[医]探条 adj.
42

健全的，健康的；合理的；可靠的；有效彻底的 adv.彻底地，充分地 vi.听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回响；测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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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 such 3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46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47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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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49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50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51 appears 2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52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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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 audience 2 [ˈɔːdiəns] n.观众；听众；读者；接见；正式会见；拜会
54 boo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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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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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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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

的）食品罐头

comfort 2 ['kʌmfət] n.安慰；舒适；安慰者 vt.安慰；使（痛苦等）缓和
58 conductor 2 [kən'dʌktə] n.导体；售票员；领导者；管理人
59 f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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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57
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61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62 liv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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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60

(英)利文

lo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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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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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63

以)莫雷

movie 2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67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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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9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70 pandemic 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71 pieces 2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72 relevant 2 adj.相关的；切题的；中肯的；有重大关系的；有意义的，目的明确的
73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74 rhythm 2 ['riðəm, 'riθəm] n.节奏；韵律
75 Russell 2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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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
66

稍微

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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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8 stories 2 [s'tɔː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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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；
77

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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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oge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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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1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82 Acts 1 [ækts] abbr.声控遥测系统（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）；声控制与遥测系统
80

（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）

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84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85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86 allows 1 [ə'laʊz] 允许
87 alondra 1 n. 阿朗德拉
88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89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90 anybody 1 ['eni,bɔdi] pron.任何人 n.重要人物
91 appropriate 1 adj.适当的；恰当的；合适的 vt.占用，拨出
92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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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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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attend 1 [ə'tend] vt.出席；上（大学等）；照料；招待；陪伴 vi.出席；致力于；照料；照顾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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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6 beautiful 1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97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98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99 below 1 [bi'ləu] adv.在下面，在较低处；在本页下面 prep.在…下面 n.(Below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贝洛
100 birds 1 ['bɜːdz] n. 鸟，鸟类；禽（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）
101 called 1 [kɔːl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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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2 chose 1 [英[tʃəʊz] 美[tʃoz]] v.choose的过去式,选择 n.【法律】物体；动产 n.(Chose)人名；(法)肖兹
103 circus 1 ['sə:kəs] n.马戏；马戏团
104 Claude 1 [klɔ:d] n.克劳德（男子名）
105 clothes 1 [kləuðz] n.衣服
106 combines 1 [kəm'baɪn] v. 联合；使结合；结合 n. 集团；联合收割机；联合企业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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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4

梅

concert 1 [kən'sə:t, 'kɔnsə:t] n.音乐会；一致；和谐 vt.使协调；协同安排 vi.协调；协力 adj.音乐会用的；在音乐会上演出的
109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110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11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112 created 1 [kri'ː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113 culture 1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114 dance 1 [dɑ:ns, dæns] n.舞蹈；舞会；舞曲 vi.跳舞；跳跃；飘扬 vt.跳舞；使跳跃 adj.舞蹈的；用于跳舞的 n.(Dance)人名；(英)丹
108

斯；(法)当斯

Debussy 1 [də'busi:] n.德彪西（法国作曲家）
116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17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118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119 directs 1 [də'rekt] adj. 直接的；笔直的；坦白的 v. 对准；指挥；指示；命令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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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1 Dreams 1 [driːmθ] n. 梦想 名词dream的复数形式.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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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3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124 emotional 1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1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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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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6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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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5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129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128

触摸

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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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0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light 1 [flait] n.飞行；班机；逃走 vt.射击；使惊飞 vi.迁徙 n.(Flight)人名；(英)弗莱特
133 formal 1 ['fɔ:məl] adj.正式的；拘谨的；有条理的 n.正式的社交活动；夜礼服 n.(Formal)人名；(法)福马尔
134 front 1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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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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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gabriela 1 n. 加布丽埃拉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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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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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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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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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6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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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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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41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144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145 happiness 1 ['hæpinis] n.幸福
146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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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7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148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149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150 Igor 1 n. 伊戈尔(人名)
151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152 imagination 1 [i,mædʒi'neiʃən] n.[心理]想象力；空想；幻想物
153 immediately 1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154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155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156 inner 1 ['inə] adj.内部的；内心的；精神的 n.内部
157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158 instruments 1 ['ɪnstrəmənt] n. 仪器；乐器；工具；器械 v. 用器械（或仪器）装备；向…提交文书
159 introduction 1 [,intrə'dʌkʃən] n.介绍；引进；采用；入门；传入
160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161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162 journey 1 ['dʒə:ni] n.旅行；行程 vi.旅行 n.(Journey)人名；(英)朱尼，朱妮(女名)
163 journeys 1 ['dʒɜːneɪz] n. 旅行 名词journey的复数形式.
164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165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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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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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7

kinds

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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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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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0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171 laugh 1 [lɑ:f, læf] n.笑；引人发笑的事或人 vi.笑 vt.以笑表示；使…笑得
172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173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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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5 listen 1 ['lisən] vi.听，倾听；听从，听信 n.听，倾听
176 listeners 1 ['lɪsnəz] n. 听众
177 listening 1 ['lisəniŋ] adj.收听的；助听的 n.倾听 v.听（listen的ing形式）
178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179 louise 1 [lu:'i:z] n.路易丝（女子名）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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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8
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182 makeup 1 ['meikʌp] n.化妆品；组成；补充；补考
183 Marie 1 ['mɑ:ri] n.玛丽（女子名）
184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185 meaning 1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186 Mexican 1 ['meksikən] adj.墨西哥的；墨西哥人的 n.墨西哥人；墨西哥语
187 movements 1 ['muːvmənts] n. 动作
188 musical 1 ['mju:zikəl] adj.音乐的；悦耳的 n.音乐片
189 m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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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0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191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192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193 orchestras 1 n.管弦乐队( orchestra的名词复数 )
194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195 ourselves 1 [,auə'selvz, ,ɑ:-] pron.我们自己；我们亲自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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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1

灭；驱逐

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198 pain 1 [pein] n.疼痛；努力 vt.使…痛苦；使…烦恼 vi.感到疼痛；引起疼痛 n.(Pain)人名；(意)帕因；(俄)派因；(法)潘；(英)佩因
199 Paris 1 ['pæris] n.巴黎（法国首都）；帕里斯（特洛伊王子）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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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7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202 pattern 1 ['pætən] n.模式；图案；样品 vt.模仿；以图案装饰 vi.形成图案
203 performances 1 [pə'fɔːmənsɪz] 性能
204 performer 1 n.演出者；执行者；演奏者
205 performers 1 n. 表演者；执行者（performer的复数形式）
206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207 philharmonic 1 [,filhɑ:'mɔnik, ,filə-] n.交响乐团；音乐爱好者；爱乐团体 adj.交响乐团的；爱好音乐的
208 pit 1 [pit] n.矿井；深坑；陷阱；（物体或人体表面上的）凹陷；（英国剧场的）正厅后排；正厅后排的观众 vt.使竞争；窖藏；
201

使凹下；去…之核；使留疤痕 vi.凹陷；起凹点 n.(Pi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必
20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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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place

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211 played 1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2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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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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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plays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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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4 project 1 [英 [prəˈdʒekt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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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5 Prokofiev 1 普罗科菲耶夫（人名）
216 puts 1 [pʊts] n.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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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8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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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0 reac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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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1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222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213
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224 remind 1 [ri'maind] vt.提醒；使想起
225 repeated 1 [ri'pi:tid] adj.再三的，反复的 v.重复；复述（repeat的过去分词）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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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7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228 sample 1 ['sɑ:mpl, 'sæ-] vt.取样；尝试；抽样检查 n.样品；样本；例子 adj.试样的，样品的；作为例子的 n.(Sample)人名；(英)桑
223

普尔

searches 1 英 [sɜːtʃ] 美 [sɜːrtʃ] v. 搜寻；探求；调查 n. 搜寻；搜索；调查
230 Sergei 1 n. 塞奇
231 sharing 1 英 ['ʃeərɪŋ] 美 ['ʃerɪŋ] n. 共享；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.
232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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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4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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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6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237 sounds 1 ['saʊndz] n. 声音，响声（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） v. 听起来；感觉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发音（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
229

形式）

speak 1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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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0 stands 1 [stænd] v. 站立；忍受；位于；停滞 n. 站立；货摊；停顿；看台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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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2 stravinsky 1 斯特拉温斯基（人名）
243 structure 1 ['strʌktʃə] n.结构；构造；建筑物 vt.组织；构成；建造
244 subject 1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245 television 1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246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238

拉伯)塔勒

theater 1 ['θiətə, 'θi:ə-] n.电影院，戏院，剧场；戏剧；手术室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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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9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250 tries 1 [traɪ] v. 试验；尝试；设法；努力；审判；考验 n. 尝试；试验；（橄榄球）持球触地得分
251 trip 1 [trip] vi.绊倒；远足；犯错误；轻快地走 n.旅行；绊倒；差错 vt.绊倒；使犯错 n.(Trip)人名；(荷)特里普
252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253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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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5 upset 1 vt.使心烦；颠覆；扰乱 vi.翻倒 adj.心烦的；混乱的；弄翻的 n.混乱；翻倒；颠覆
2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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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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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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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9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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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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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2 wears 1 英 [weə(r)] 美 [wer] v. 磨损；穿戴；使疲劳 n. 磨损；穿着；耐久性
263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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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6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266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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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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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9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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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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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5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27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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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working

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274 worried 1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275 written 1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2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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