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2-18 [Arts and Culture] Report_ Bruce Springsteen Sells
Music Collection for 500 Million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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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2 academy 1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
3 accepted 1 [ək'septid] adj.公认的；录取的；可接受的；已承兑的 v.接受（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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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greement 1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6 albums 1 n. 专辑，影集（album的复数形式）；相簿，相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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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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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0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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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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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4 award 1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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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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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Barack 1 n.贝拉克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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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0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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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23 billboard 2 ['bilbɔ:d] n.广告牌；布告板 vt.宣传；介绍

24 bob 1 [bɔb] n.短发；摆动；浮子；轻敲；悬挂的饰品 vt.剪短；敲击；使上下快速摆动 vi.上下跳动；振动 n.(Bob)人名；(英)鲍勃
(男子教名Robert的昵称)

25 born 1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26 bought 1 [bɔ:t] v.买（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 Bowie 2 ['baui, 'bəui] n.博伊刀（猎刀之一种） n.(Bowie)人名；(英)鲍伊；(德)博维

28 Bruce 2 [bru:s] n.布鲁斯（男名）

29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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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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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career 1 n.生涯；职业；事业；速度，全速 adj.作为毕生职业的 vi.全速前进，猛冲

33 Caty 1 卡蒂

34 collection 3 [kə'lekʃən] n.采集，聚集；[税收]征收；收藏品；募捐

35 Columbia 1 [kə'lʌmbiə] n.哥伦比亚

36 comment 1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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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39 deal 5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西)
迪尔

40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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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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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Dylan 2 ['dilən] n.狄伦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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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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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estimated 2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46 facebook 1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47 fame 2 [feim] n.名声，名望；传闻，传说 vt.使闻名，使有名望

48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49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50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51 freedom 1 ['fri:dəm] n.自由，自主；直率 n.(Freedom)人名；(英)弗里德姆

52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53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54 globes 1 英 [ɡləʊb] 美 [ɡloʊb] n. 地球；地球仪；球体；世界

55 golden 1 ['gəuldən] adj.金色的，黄金般的；珍贵的；金制的 n.(Golden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、德、瑞典)戈尔登

56 Grammy 1 ['græmi] n.格莱美奖（美国镀金唱片奖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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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hal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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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9 ha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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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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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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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63 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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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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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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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68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69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70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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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is 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3 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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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75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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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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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79 magazine 1 n.杂志；弹药库；胶卷盒

80 medal 1 ['medəl] n.勋章，奖章；纪念章 n.(Medal)人名；(西、捷)梅达尔

81 millio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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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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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music 10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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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nicks 1 [nɪk] v. 刻痕；赶上；说中；<俚>欺骗；偷盗；逮捕 n. 刻痕；缺口；情况；<俚>监狱 Nick n. 尼克(男子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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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Obama 1 n. 巴拉克- 奥巴马(1961-)；美国第44任总统(2009-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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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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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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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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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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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93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94 Philadelphia 1 [,filə'delfjə; -fiə] n.费城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港市）

95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96 presidential 1 [,prezi'denʃəl] adj.总统的；首长的；统辖的

97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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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presse 1 Die Presse (German-Neue Freie Presse)-Vienna's Press (德语)维也纳通信社

99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100 publication 1 [,pʌbli'keiʃən] n.出版；出版物；发表

101 publicly 1 ['pʌblikli] adv.公然地；以公众名义

102 publishing 1 ['pʌbliʃiŋ] n.出版；出版业 adj.出版的；出版业的 v.出版；发行（publish的现在分词形式）；发表

103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104 records 2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105 report 2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106 reported 2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107 reportedly 1 [ri'pɔ:tidli] adv.据报道；据传闻

108 reports 2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109 representatives 1 [reprɪ'zentətɪvz] n. 众议院议员；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.

110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11 rights 3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112 rock 1 [rɔk] n.岩石；摇滚乐；暗礁 vt.摇动；使摇晃 vi.摇动；摇晃 n.(Ro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意、瑞典)罗克

113 roll 1 [rəul] vt.卷；滚动，转动；辗 vi.卷；滚动；转动；起伏，摇晃 n.卷，卷形物；名单；摇晃 n.(Ro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
俄、罗、葡、捷、挪、西、瑞典)罗尔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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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sellers 1 n. 塞勒斯

116 sells 1 [sel] v. 出售；卖

117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118 singer 2 ['siŋə] n.歌手，歌唱家 n.(Sing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塞、罗、捷、葡、土)辛格；(法)桑热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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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sold 4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121 song 1 [sɔŋ, sɔ:ŋ] n.歌曲；歌唱；诗歌；鸣声 n.(Song)人名；(泰)颂；(柬)松；(英)桑；(老)宋；(越)双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松

122 songs 2 ['sɒŋz] n.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.

123 songwriter 1 ['sɔŋ,raitə, 'sɔ:ŋ-] n.流行歌曲的作者；歌曲作家

124 songwriters 1 n.歌词作者，歌曲的词曲作者( songwriter的名词复数 )

125 sony 3 n.索尼（日本电子娱乐公司） n.(Sony)人名；(中非、印尼)索尼

126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127 springsteen 5 斯普林斯汀（姓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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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stars 1 [stɑ:z] n. 星星，明星（star的复数形式）

129 Stevie 1 n. 史蒂维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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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streets 1 [st'riː ts] 街道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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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the 1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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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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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thi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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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138 tina 1 ['ti:nə] n.蒂娜（女子名）

139 to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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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0 turner 1 ['tə:nə] n.车工；体育协会会员

141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42 universal 1 [,ju:ni'və:səl] adj.普遍的；通用的；宇宙的；全世界的；全体的 n.一般概念；普通性

143 unnamed 1 [ˌʌn'neɪmd] adj. 未命名的；不知名的；无名的；没有提及的

144 us 1 pron.我们

145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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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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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Warner 1 ['wɔ:nə] n.警告者；报警器 n.(Warner)人名；(英)沃纳；(德、瑞典)瓦尔纳

149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50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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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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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153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154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55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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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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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worth 2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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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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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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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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