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1-01 [As It Is] Hollywood Movies Come Back in 2021, But
Will It Last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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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3 against 3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4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5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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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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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nd 1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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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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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rena 1 [ə'ri:nə] n.舞台；竞技场 n.(Arena)人名；(英)阿里纳；(意、西、葡、德)阿雷纳

13 Arenas 1 n.阿瑞纳斯（姓氏，或球鞋品牌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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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rts 2 [a:ts] n.文科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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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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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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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 avatar 1 n.（印度教，佛教）神的化身；（某种思想或品质）化身；（网络）头像，替身 n.(Avatar)电影《阿凡达》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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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Bahr 2 深泉水 n.(Bahr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)巴尔；(阿拉伯)巴赫尔

22 baltin 3 n. 巴尔廷

23 band 1 n.带，环；[物]波段；(演奏流行音乐的)乐队 vi.用带绑扎；给...镶边 n.n.乐队；队；一群

24 bands 1 ['bændz] n. (牧师或博士服的)领饰 名词band的复数形式.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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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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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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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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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32 b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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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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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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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Caty 2 卡蒂

36 celebrate 1 vt.庆祝；举行；赞美；祝贺；宣告 vi.庆祝；过节；举行宗教仪式

37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38 certainly 1 ['sə:tənli] adv.当然；行（用于回答）；必定

39 chemical 3 ['kemikəl] n.化学制品，化学药品 adj.化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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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41 c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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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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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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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ontinues 2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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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ourse 1 n.科目；课程；过程；进程；道路；路线，航向；一道菜 vt.追赶；跑过 vi.指引航线；快跑

48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49 culture 1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50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51 deliver 1 [di'livə] vt.交付；发表；递送；释放；给予（打击）；给…接生 vi.实现；传送；履行；投递 n.投球

52 delivering 1 v.发表（deliver的ing形式）；投递

53 dodger 1 ['dɔdʒə] n.欺瞒者；躲避者

54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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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EL 1 [el] abbr.预期损失（ExpectedLoss）

57 elton 1 ['eltən] n.埃尔顿（男子名）

58 entertainment 2 [,entə'teinmənt] n.娱乐；消遣；款待

59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60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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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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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experts 2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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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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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festival 1 ['festəvəl] n.节日；庆祝，纪念活动；欢乐 adj.节日的，喜庆的；快乐的

68 festivals 1 岁时节庆

69 film 4 [film] n.电影；薄膜；胶卷；轻烟 vt.在…上覆以薄膜；把…拍成电影 vi.摄制电影；生薄膜；变得朦胧

70 final 1 ['fainl] adj.最终的；决定性的；不可更改的 n.决赛；期末考试；当日报纸的末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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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forbes 1 ['fɔ:bəz] n.福布斯（美国著名财经杂志）；福布斯（美国出版及媒体集团）；福布斯（姓氏）

73 forms 1 ['fɔː 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
74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75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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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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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78 go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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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79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80 goodbye 1 int.再见；告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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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gun 1 n.枪支；枪状物；持枪歹徒 vi.用枪射击；加大油门快速前进 vt.向…开枪；开大油门 n.(Gun)人名；(瑞典)贡；(英)冈；
(俄、意)古恩

83 guns 1 ['ɡʌnz] 枪炮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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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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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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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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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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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headlining 1 ['hedlaɪnɪŋ] (美:roof lining)车顶织物衬里

89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90 hit 1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91 Hollywood 3 ['hɔliwud] n.好莱坞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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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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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hopeful 1 ['həupful] adj.有希望的；有前途的 n.有希望成功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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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in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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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7 including 2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98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99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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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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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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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January 2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105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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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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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kidney 1 ['kidni] n.[解剖]肾脏；腰子；个性 n.(Kidney)人名；(英)基德尼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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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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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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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
113 launch 1 [lɔ:ntʃ, lɑ:ntʃ] vt.发射（导弹、火箭等）；发起，发动；使…下水 vi.开始；下水；起飞 n.发射；发行，投放市场；下
水；汽艇

114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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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lindsey 1 n.林德赛（人名）

116 live 3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117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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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Louisiana 1 [lu:,i:zi'ænə] n.美国路易斯安那州

120 machine 3 [mə'ʃi:n] n.机械，机器；机构；机械般工作的人 vt.用机器制造 n.(Machine)人名；(意)马基内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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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magazine 1 n.杂志；弹药库；胶卷盒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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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m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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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5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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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marvel 1 n.奇迹 vt.对…感到惊异 vi.感到惊讶 n.(Marvel)人名；(英)马弗尔；漫威漫画

127 massive 1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
128 materials 1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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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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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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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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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movie 4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135 moviemaking 1 n.制片

136 movies 2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
137 much 3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138 music 4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139 m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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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naming 1 ['neɪmɪŋ] n. 命名 动词nam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41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142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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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145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146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47 of 1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48 omicron 1 n.希腊字母第15字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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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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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only 1 ['əunli] adv.只，仅仅；不料 adj.唯一的，仅有的；最合适的 conj.但是；不过；可是

152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153 open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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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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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Orleans 1 [ɔ:'liənz] n.奥尔良（法国城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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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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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灭；驱逐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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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61 panther 1 ['pænθə] n.豹；黑豹；美洲豹 n.(Panther)人名；(英)潘瑟

162 Paso 1 abbr.泛美体育组织（PanAmericanSportsOrganization） n.(Paso)人名；(西、芬)帕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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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165 performances 1 [pə'fɔː mənsɪz] 性能

166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
167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168 podcaster 1 搏客

169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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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171 postponed 1 英 [ˌpəʊst'pəʊnd] 美 [ˌpoʊst'poʊnd] adj. 延期的；缓办的 动词postpo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2 praise 1 [preiz] n.赞扬；称赞；荣耀；崇拜 vt.赞美，歌颂；表扬 vi.赞美；赞扬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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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175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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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production 1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178 projects 1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179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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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182 rage 3 [reidʒ] n.愤怒；狂暴，肆虐；情绪激动 vi.大怒，发怒；流行，风行 n.(Rage)人名；(丹)拉厄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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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reached 1 到达

185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186 receiv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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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7 recovery 1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
188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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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reporter 2 [ri'pɔ:tə] n.记者

191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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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roaring 1 ['rɔ:riŋ] adj.喧闹的；兴胜的；狂风暴雨的 n.咆哮；怒吼；吼声 v.怒吼（uproar的现在分词）

194 romance 3 [rəu'mæns, 'rəumæns, rə'mæns] n.传奇；浪漫史；风流韵事；冒险故事 vi.虚构；渲染；写传奇 n.(Romance)人名；(西)罗曼
塞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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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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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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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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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see 2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202 sell 1 [sel] vt.销售；推销；出卖；欺骗 vi.卖；出售；受欢迎；有销路 n.销售；失望；推销术 n.(Sell)人名；(德)泽尔；(英、芬、
瑞典)塞尔

203 series 2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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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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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威妥玛)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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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shows 3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208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209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210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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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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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sold 1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213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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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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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形式）

215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216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217 spent 1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
218 spider 1 ['spaidə] n.蜘蛛；设圈套者；三脚架

219 spiderman 1 ['spaɪdəmæn] n. <主英>高空作业的建筑工人

220 sports 1 n.运动；运动会（sport的复数）；（报纸）体育版面；突变；娱乐 adj.运动的；适用于运动的 v.娱乐；戏弄（sport的
第三人称单数）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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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spring 1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223 stadium 1 ['steidiəm] n.体育场；露天大型运动场

224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225 steve 1 [sti:v] n.史蒂夫（男子名）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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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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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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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230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231 surprising 1 [sə'praiziŋ] adj.令人惊讶的；意外的 v.使惊奇；意外发现（surprise的ing形式）

232 surrounded 1 [sə'raʊndɪd] adj. 被 ... 环绕着的 动词surrou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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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拉伯)塔勒

234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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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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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the 3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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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theatergoer 1 ['θi:ətə,gəuə] n.戏迷；戏剧家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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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42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43 thi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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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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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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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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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8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249 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
250 tour 3 [tuə] n.旅游，旅行；巡回演出 vt.旅行，在……旅游；在……作巡回演出 vi.旅行，旅游；作巡回演出 n.(Tour)人名；(瑞
典)托尔；(英)图尔

251 Tours 1 [tuə; tu:r] n.图尔斯（姓氏）；图尔市（法国城市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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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2 twelve 1 [twelv] n.十二；十二个 num.十二；十二个 adj.十二的；十二个的

253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54 universe 1 ['ju:nivə:s] n.宇宙；世界；领域

255 us 1 pron.我们

256 version 1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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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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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wait 1 [weit] vt.等候；推迟；延缓 vi.等待；耽搁；伺候用餐 n.等待；等候 n.(Wai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特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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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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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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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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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weekend 1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
266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67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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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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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270 wonder 1 [ˈwʌndə(r)] n.惊奇；奇迹；惊愕 vi.怀疑；想知道；惊讶 vt.怀疑；惊奇；对…感到惊讶 adj.奇妙的；非凡的 n.Wonder，
旺德（人名）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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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2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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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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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76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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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you 7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79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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