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2-25 [Arts and Culture] Holiday Lights Brighten Life During
Coronavirus Pandemic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2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i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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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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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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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6 lights 11 [laits] n.灯光（light的复数）；（供食用的）家畜的肺脏 v.点亮（light的三单形式）

7 light 10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8 with 10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9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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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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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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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shows 8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14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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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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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mo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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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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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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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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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t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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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22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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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his 4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4 pandemic 4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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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27 bright 3 [brait] adj.明亮的，鲜明的；聪明的；愉快的 adv.明亮地；光明地；欢快地 n.车头灯光 n.(Bright)人名；(英)布赖特

28 Cities 3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29 comp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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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during 3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31 fair 3 [fεə] adj.公平的；美丽的，白皙的；[气象]晴朗的 adv.公平地；直接地；清楚地 vi.转晴 n.展览会；市集；美人 n.(Fair)人
名；(英、芬)费尔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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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holiday 3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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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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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36 popular 3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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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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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started 3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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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tradition 3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
41 used 3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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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4 appears 2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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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7 bi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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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boom 2 [bu:m] vt.使兴旺；发隆隆声 vi.急速发展；发隆隆声 n.繁荣；吊杆；隆隆声 n.(Boom)人名；(法、德)博姆

49 businesses 2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50 car 2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51 commercial 2 [kə'mə:ʃəl] adj.商业的；营利的；靠广告收入的 n.商业广告

52 complex 2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53 coronavirus 2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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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reating 2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56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57 event 2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58 events 2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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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games 2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61 grounds 2 [ɡ'raʊndz] n. 木砖 名词ground的复数形式.

62 la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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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lighting 2 ['laitiŋ] n.照明设备，舞台灯光 v.照明；点燃（light的ing形式）

64 Maine 2 [mein] n.缅因州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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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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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music 2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68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69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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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72 provides 2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73 rides 2 [raɪd] v. 骑；乘 n. 交通工具；骑；乘车；搭便车

74 scope 2 [skəup] n.范围；余地；视野；眼界；导弹射程 vt.审视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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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sparkling 2 ['spɑ:kliŋ] adj.闪闪发光的，闪烁的；起泡沫的 v.闪耀；发出火花；起泡沫（sparkle的ing形式） n.(Sparkling)人名；
(英)斯帕克林

77 synchronized 2 ['sɪŋkrənaɪzd] adj. 同步的 动词synchro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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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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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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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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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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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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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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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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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87 actor 1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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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agree 1 [ə̍ ɡriː ] vt.同意，赞成；承认；约定，商定 vi.vi.同意，意见一致；约定，商定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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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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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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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animated 1 adj.活生生的；活泼的；愉快的 vt.使…有生气（animate的过去式）

96 another 1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97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98 Arizona 1 [,æri'zəunə] n.美国亚利桑那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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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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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1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102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03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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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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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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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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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brighten 1 ['braitən] vi.明亮；变亮；活跃；快乐高兴 vt.使闪亮；使生辉；使快乐高兴 n.(Brighten)人名；(英)布赖滕

110 budget 1 ['bʌdʒit] n.预算，预算费 vt.安排，预定；把…编入预算 vi.编预算，做预算 adj.廉价的

111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112 Calvin 1 ['kælvin] n.卡尔文（男子名）；加尔文（法国神学家）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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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canceled 1 ['kænsl] v. 取消；作废；注销；抵消；删除 n. 取消；删除

115 cars 1 英 [kɑ:z] 美 [kɑ:rz] n. 汽车；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.

116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117 celebration 1 [,seli'breiʃən] n.庆典，庆祝会；庆祝；颂扬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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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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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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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Christmas 1 n.圣诞节；圣诞节期间

122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123 colorful 1 ['kʌləful] adj.华美的；有趣的；富有色彩的

124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125 competitions 1 竞赛

126 complexity 1 [kəm'pleksiti] n.复杂，复杂性；复杂错综的事物

127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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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confirmed 1 [kən'fə:md] adj.确认的；保兑的；坚定的；惯常的 v.确证；使坚定（confirm的过去分词）；批准

129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130 Coolidge 1 ['ku:lidʒ] 柯立芝（姓氏）

131 country 1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
乐的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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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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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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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creator 1 [kri'eitə] n.创造者；创建者

137 credited 1 [k'redɪtɪd] v. 记入贷方；信用 vbl. 记入贷方；信用

138 cumberland 1 ['kʌmbələnd] n.坎伯兰郡（英格兰一郡名）

139 darren 1 ['dærən] n.达伦（男子名）

140 dealt 1 [delt] v.处理（dea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41 dean 1 n.院长；系主任；教务长；主持牧师

142 deciding 1 [di'saidiŋ] adj.决定性的；无疑的 v.决定（decide的现在分词）

143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144 desired 1 [di'zaiəd] adj.渴望的；想得到的 v.渴望，要求（desir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145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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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displays 1 [dɪsp'leɪz] n. 显示器；陈列品 名词display的复数.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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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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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0 drive 1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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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earning 1 n.收入；所赚的钱 v.赚得(earn的现在分词)；挣钱；生（利）；获（利）

153 Edison 1 ['edisn] n.爱迪生（美国发明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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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156 electric 1 [i'lektrik] adj.电的；电动的；发电的；导电的；令人震惊的 n.电；电气车辆；带电体

157 electronically 1 [i,lek'trɔnikli] adv.电子地

158 employed 1 [ɪm'plɔɪd] adj. 被雇用的；使用的 动词empl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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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enjoying 1 [end'ʒɔɪɪŋ] v. 享受，享有（动词enjoy的现在进行式）

161 entertainment 1 [,entə'teinmənt] n.娱乐；消遣；款待

162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163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164 everybody 1 ['evri,bədi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

165 ewing 1 ['ju:iŋ] n.尤因（男子名）；尤英（美国新泽西州西部一县属区）；尤文氏肉瘤

166 exploding 1 英 [ɪk'spləʊd] 美 [ɪk'sploʊd] vi. 爆炸；激增；爆发 vt. 使爆炸；驳倒

167 extreme 1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
168 farms 1 英 [fɑːm] 美 [fɑ rːm] n. 农场；农田 v. 务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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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foot 1 [fut] n.脚；英尺；步调；末尾 vi.步行；跳舞；总计 vt.支付；给……换底 n.(Foot)人名；(英)富特

171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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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173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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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5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76 happiness 1 ['hæpinis] n.幸福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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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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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holidays 1 ['hɔlədiz] adv.每逢假日，在假日 v.度假（holiday的单三形式） n.假日（holiday的复数形式）

180 homes 1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国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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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183 imports 1 [ɪm'pɔː ts] n. 进口商品；进口货 名词import的复数形式.

184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5 incorporated 1 [in'kɔ:pəreitid] adj.合并的；组成法人组织的 v.合并；包含；组成公司（incorporate的过去分词）

186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87 infection 1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
188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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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inventor 1 [in'ventə] n.发明家；[专利]发明人；创造者

191 irrigation 1 [,iri'geiʃən] n.灌溉；[临床]冲洗；冲洗法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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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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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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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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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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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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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landscape 1 n.风景；风景画；景色；山水画；乡村风景画；地形；（文件的）横向打印格式 vt.对…做景观美化，给…做园林
美化；从事庭园设计 vi.美化（环境等），使景色宜人；从事景观美化工作，做庭园设计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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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Lehigh 1 ['li:hai] n.厉害病毒，勒海病毒

200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201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02 lightbulb 1 ['laɪtbʌlb] n. 电灯泡

203 lightscape 1 Lightscape软件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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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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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207 lo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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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lots 1 [lɔts] n.大量，许多；一堆；命运（lot的复数） adv.很，非常 v.抽签；分组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（lot的三单形式）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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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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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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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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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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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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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matt 1 [mæt] adj.无光泽的；不光滑的 n.无光表面；衬边 vt.使…无光；把…熔炼为锍（等于matte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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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milli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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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218 most 1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219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220 neighborhoods 1 ['neɪbɔː hʊdz] 生活社区

221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22 nonprofit 1 adj.非盈利的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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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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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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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object 1 ['ɔbdʒikt, -dʒekt, əb'dʒekt] n.目标；物体；客体；宾语 vt.提出…作为反对的理由 vi.反对；拒绝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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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29 operators 1 ['ɒpəreɪtəz] n. 操作员；管理者；运算符 名称operator的复数形式.

230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231 outdo 1 [,aut'du] vt.超过；胜过

232 outdoor 1 ['əutdɔ:] adj.户外的；露天的；野外的（等于out-of-door）

233 park 1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
234 parking 1 ['pɑ:kiŋ] n.停车 adj.停车的 v.停车（park的ing形式） n.(Parking)人名；(英)帕金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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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Pennsylvania 1 [,pensil'veinjə] n.宾夕法尼亚州（美国州名）

237 performances 1 [pə'fɔː mənsɪz] 性能

238 performer 1 n.演出者；执行者；演奏者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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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pl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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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points 1 [英[pɒɪnts] 美[pɔints]] n.点；目的（point的复数）；见解 v.指引；瞄准（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oints)人名；(英)波因
茨

242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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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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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productions 1 n.生产( production的名词复数 ); 产量; 产品; 出示

246 products 1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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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professionally 1 [prə'feʃənəli] adv.专业地；内行地

249 project 1 [英 [prə̍ dʒekt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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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prop 1 n.支柱，支撑物；支持者；道具；（橄榄球中的）支柱前锋 vt.支撑，支持，维持；使倚靠在某物上

251 props 1 [prɔps] n.[矿业]支柱；小道具；后盾（prop的复数） v.支撑；维持（prop的三单形式）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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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rapid 1 ['ræpid] adj.迅速的，急促的；飞快的；险峻的 n.急流；高速交通工具，高速交通网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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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reed 1 [ri:d] n.[作物]芦苇；簧片；牧笛；不可依靠的人 vt.用芦苇盖；用芦苇装饰 n.(Reed)人名；(西、意、瑞典)雷德；(英)里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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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reflecting 1 [rɪ'flektɪŋ] adj. 反射的；反映的 动词reflect的现在分词.

257 reindeers 1 英 ['reɪndɪə(r)] 美 ['reɪndɪr] n. 驯鹿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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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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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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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Rochester 1 ['rɔtʃistə; -tʃes-] n.罗契斯特市（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城市）；罗契斯特市（美国纽约州港市）；罗契斯特市（英国东
南部一城市）

262 run 1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
263 saf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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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same 1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265 scene 1 [si:n] n.场面；情景；景象；事件

266 season 1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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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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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shining 1 ['ʃainiŋ] adj.光亮的；华丽的 v.闪烁（shine的ing形式）；发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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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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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spectacular 1 [spek'tækjulə] adj.壮观的，惊人的；公开展示的

274 speed 1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
繁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275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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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string 1 n.线，弦，细绳；一串，一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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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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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technological 1 [,teknə'lɔdʒikəl] adj.技术的；工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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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terms 1 [tə:mz] n.地位，关系；[法]条款；术语；措辞；价钱（term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称为（term的三单形式）

283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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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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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Thomas 1 ['tɔməs] n.托马斯（男子名）；多马（耶稣十二门徒之一）

287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288 ticket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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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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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291 tree 1 [tri:] n.树；木料；树状物 vt.把...赶上树 vi.爬上树；逃上树 n.(Tree)人名；(英)特里

292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293 Vader 1 n. 韦德

294 valley 1 ['væli] n.山谷；流域；溪谷 n.(Valley)人名；(英)瓦利；(法)瓦莱

295 various 1 ['vεəriəs] adj.各种各样的；多方面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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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98 Wayne 1 ['wein] n.韦恩（男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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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9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00 Wheeler 1 ['hwi:lə] n.车夫；辕马；车轮制造人 n.(Wheeler)人名；(英、葡、法、瑞典)惠勒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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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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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04 window 1 ['windəu] n.窗；窗口；窗户

305 winter 1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
温特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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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7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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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zoo 1 [zu:] n.动物园 n.(Zoo)人名；(朝)朱；(阿拉伯)祖

310 zoos 1 [zu ]ː n. 动物园；拥挤杂乱的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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