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1-15 [Arts and Culture] Unsung Heroes of Broadway Defy
COVID, Help Keep Shows Going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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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ting 1 ['æktiŋ] adj.代理的；装腔作势的 n.演技；演戏；假装

4 actor 5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
5 actors 3 ['æktəz] n.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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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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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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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dv 1 ['ædvɜːb] abbr. 副词（=adverb）

11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2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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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greed 1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15 Aladdin 1 [ə'lædin] n.阿拉丁（《一千零一夜》中获得神灯的青年名）

16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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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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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0 and 2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1 ann 1 [æn] n.安（女子名）

22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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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nyway 1 ['eniwei] adv.无论如何，不管怎样；总之

24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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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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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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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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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 Aubrey 1 ['ɔ:bri] n.奥布里（男子名）

29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30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31 ba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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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eautiful 1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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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5 been 5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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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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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ike 1 [baik] n.自行车；脚踏车 vi.骑自行车（或摩托车） n.(Bike)人名；(土、土库、塞)比克

39 birthday 1 ['bə:θdei] n.生日，诞辰；诞生的日子

40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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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oys 1 n.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.

42 breckenridge 4 n. 布雷肯里奇(在美国；西经 98º56' 北纬 32º45')

43 Broadway 11 ['brɔ:dwei] n.百老汇（美国纽约市戏院集中的一条大街）

44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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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utler 1 ['bʌtlə] n.男管家；仆役长 n.(Butler)人名；(英、西)巴特勒；(俄、德、瑞典)布特勒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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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all 2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48 called 1 [kɔː l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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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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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）食品罐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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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aptain 1 ['kæptin] n.队长，首领；船长；上尉；海军上校 vt.指挥；率领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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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arla 1 ['kɑ:lə] n.卡拉（女子名）

54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55 cast 1 [kɑ:s, kæst] vt.投，抛；计算；浇铸；投射（光、影、视线等） n.投掷，抛；铸件，[古生]铸型；演员阵容；脱落物 vi.投，
抛垂钓鱼钩；计算，把几个数字加起来 n.(Cast)人名；(法)卡斯特

56 Caty 2 卡蒂

57 cen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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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59 Chicago 2 [ʃi'kɑ:gəu] n.芝加哥（美国中西部城市）

60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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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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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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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ompan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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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66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67 coverage 1 n.覆盖，覆盖范围；新闻报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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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crews 1 [kru ]ː n. 全体船员；全体乘务员；(一组)工作人员；划艇队员 v. 当船员；当机务人员

70 crowds 1 [kraʊd] n. 人群；群众；大群；朋友 v. 拥挤；挤满；涌入；贴近；逼迫

71 daily 1 ['deili] adj.日常的；每日的 n.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日常地；每日；天天 n.(Daily)人名；(英)戴利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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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斯；(法)当斯

73 dear 1 [diə] adj.亲爱的；尊敬的；昂贵的 adv.高价地；疼爱地 int.哎呀 n.亲爱的人 n.(Dear)人名；(英、西)迪尔

74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75 defy 1 [di'fai, 'di:-] vt.藐视；公然反抗；挑衅；使落空 n.挑战；对抗

76 describing 1 [dɪsk'raɪbɪŋ] n. 描述物品 动词describe的现在分词.

77 devoted 2 [di'vəutid] adj.献身的；忠诚的 v.献身于…；致力于…（devote的过去分词）

78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79 do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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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dog 1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
81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82 driving 1 ['draiviŋ] adj.强劲的；推进的；精力旺盛的 n.驾驶；操纵 v.驾驶（drive的ing形式）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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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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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eased 1 [iː zd] adj. 放松的 动词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85 effort 2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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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88 emotional 1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
89 employ 1 [im'plɔi] vt.使用，采用；雇用；使忙于，使从事于 n.使用；雇用

90 engineer 1 [,endʒi'niə] n.工程师；工兵；火车司机 vt.设计；策划；精明地处理 vi.设计；建造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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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enjoy 1 [in'dʒɔi] vt.欣赏，享受；喜爱；使过得快活

93 evan 1 ['evən] n.埃文（男子名）

94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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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evil 1 ['i:vəl] adj.邪恶的；不幸的；有害的；讨厌的 n.罪恶，邪恶；不幸

97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98 experiences 1 英 [ɪk'spɪəriəns] 美 [ɪk'spɪriəns] n. 经验；经历 v. 经历；体验；感受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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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01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102 fill 2 [fil] vt.装满，使充满；满足；堵塞；任职 vi.被充满，膨胀 n.满足；填满的量；装填物 n.(Fill)人名；(德、俄、匈)菲尔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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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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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106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07 further 1 ['fə:ðə] adv.进一步地；而且；更远地 adj.更远的；深一层的 vt.促进，助长；增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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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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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1 go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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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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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go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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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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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green 1 [gri:n] adj.绿色的；青春的 n.绿色；青春 vt.使…变绿色 vi.变绿色 n.(Green)人名；(英、意)格林；(瑞典、芬)格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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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ha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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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8 Hamilton 1 ['hæmiltən] n.汉密尔顿（男子名）；哈密尔顿（美国城市名）

119 hansen 1 ['hænsən] n.汉森（姓氏）

120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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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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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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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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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25 heartbeat 1 ['hɑ:tbi:t] n.心跳；情感

126 heavy 1 adj.沉重的；繁重的，巨大的；拥挤的；阴沉的 n.重物；严肃角色 adv.大量地；笨重地

127 help 2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128 he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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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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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heroes 1 n. 英雄们 名词hero的复数形式.

130 hire 1 [haiə] n.雇用，租用；租金，工钱 vt.雇用；出租 vi.雇用，租用；受雇

131 hired 1 [haird] v.雇用（hire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形式）；租用

132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33 holiday 1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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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5 holly 1 ['hɔli] n.冬青树（等于holmoak） adj.冬青属植物的 n.(Holly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、罗)霍利；(西)奥利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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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138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39 Hugh 1 [hju:] n.休（男子名）

140 husband 1 ['hʌzbənd] vt.节约地使用（或管理） n.丈夫 n.(Husband)人名；(英)赫斯本德

141 idiom 1 ['idiəm] n.成语，习语；土话

142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43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44 in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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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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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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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48 infected 2 [in'fektid] adj.被感染的 v.传染（infect的过去分词）

149 infections 1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50 ins 2 abbr.惯性导航系统（InertialNavigationSystem）；国际新闻社（InternationalNewsService）；信息网络系统
（InformationNetworkSystem）

151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52 i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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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jackman 1 n. 杰克曼

154 josh 1 [dʒɔʃ] vi.戏弄 vt.戏弄 n.玩笑 n.(Josh)人名；(英、印、巴基)乔希(男子教名Josiah的简称)

155 ju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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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kee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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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keeps 1 ['kiː ps] n. 生计；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.

158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59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160 king 1 [英[kɪŋ] 美[kɪŋ]] n.国王；最有势力者；王棋 vi.统治；做国王 vt.立…为王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，最大的 n.(King)人名；
(德、英、葡、捷、西)金；(中)金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京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京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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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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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launched 1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164 learn 2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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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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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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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170 lion 1 ['laiən] n.狮子；名人；勇猛的人；社交场合的名流 n.(Lion)人名；(西、葡)利昂；(德、法、意、捷、瑞典)利翁；(英)莱昂

171 literally 2 adv.照字面地；逐字地；不夸张地；正确地；简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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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173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174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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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lo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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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loyalty 1 n.忠诚；忠心；忠实；忠于…感情

178 magic 1 ['mædʒik] n.巫术；魔法；戏法 adj.不可思议的；有魔力的；魔术的 n.(Magic)人名；(英)马吉克

179 Maine 1 [mein] n.缅因州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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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181 males 1 ['meɪlz] n. 壮丁；男人 名词male的复数形式.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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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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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marika 1 玛丽卡(女名)

185 masks 1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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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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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8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189 moments 1 英 ['məʊmənt] 美 ['moʊmənt] n. 片刻 名词moment的复数形式.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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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muc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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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music 2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193 musical 4 ['mju:zikəl] adj.音乐的；悦耳的 n.音乐片

194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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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nail 1 [neil] vt.钉；使固定；揭露 n.[解剖]指甲；钉子 n.(Nail)人名；(法)纳伊；(土、阿拉伯、罗)纳伊尔

197 nailing 1 ['neiliŋ] adj.极好的；出色的；敲钉用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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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200 new 5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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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notable 1 ['nəutəbl] adj.值得注意的，显著的；著名的 n.名人，显要人物

203 notice 1 ['nəutis] n.通知，布告；注意；公告 vt.通知；注意到；留心 vi.引起注意

204 of 2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05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206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207 oh 1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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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O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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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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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ope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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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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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ordinary 1 ['ɔ:dinəri, -neri-] adj.普通的；平凡的；平常的 n.普通；平常的人（或事）

214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15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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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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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outpouring 1 ['aut,pɔ:riŋ] n.流露；流出；倾泄 v.使流出（outpour的ing形式）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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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overlooked 1 英 [ˌəʊvə'lʊk] 美 [ˌoʊvər'lʊk] v. 俯瞰；远眺；没注意到；忽视 n. 忽视；远眺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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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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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223 party 1 n.政党，党派；聚会，派对；当事人[复数parties] vi.参加社交聚会[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]

224 pearl 1 [pə:l] n.珍珠；珍珠色；杰出者；珍品 adj.镶珍珠的；珍珠状的 vi.采珍珠；成珍珠状 vt.使成珠状；用珍珠装饰；使呈珍
珠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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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perform 1 [pə'fɔ:m] vt.执行；完成；演奏 vi.执行，机器运转；表演

227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228 performances 2 [pə'fɔː mənsɪz] 性能

229 performed 1 英 [pə'fɔː m] 美 [pər'fɔː 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230 performer 1 n.演出者；执行者；演奏者

231 performers 4 n. 表演者；执行者（performer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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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234 pl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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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played 1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236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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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praised 2 [preɪz] vt. 赞美；称赞 n. 赞美；称赞；崇拜 vi. 赞美

239 prepare 1 [pri'pεə] vt.准备；使适合；装备；起草 vi.预备；做好思想准备

240 prepares 1 英 [prɪ'peə(r)] 美 [prɪ'per] v. 预备；准备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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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243 producers 2 生产性

244 production 2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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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proud 1 [praud] adj.自豪的；得意的；自负的 n.(Proud)人名；(英)普劳德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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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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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250 really 4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51 reason 2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252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53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54 recognition 1 [,rekəg'niʃən] n.识别；承认，认出；重视；赞誉；公认

255 refuse 1 [ri'fju:z, ri:-] n.垃圾；废物 vt.拒绝；不愿；抵制 vi.拒绝

256 rehearse 1 [ri'hə:s] vt.排练；预演 vi.排练；演习

257 rehearsing 1 英 [rɪ'hɜːs] 美 [rɪ'hɜ rːs] vt. 预演；排演；预先演习；详述；复述 vi. 参加彩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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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remember 1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
259 replace 1 [ri'pleis] vt.取代，代替；替换，更换；归还，偿还；把…放回原处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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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rescue 1 ['reskju:] vt.营救；援救 n.营救；援救；解救

262 retirement 1 [ri'taiəmənt] n.退休，退役

263 return 1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264 returned 2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265 revival 2 [ri'vaivəl] n.复兴；复活；苏醒；恢复精神；再生效

266 riding 1 ['raidiŋ] n.骑马；骑术 v.骑；乘坐（ride的现在分词） n.(Riding)人名；(英)赖丁

267 ritz 1 [rits] n.豪华旅馆；炫耀；夸示 n.(Ritz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匈、西、捷)里茨

268 said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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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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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save 1 vt.节省；保存；储蓄；解救 vi.节省；挽救 prep.除...之外 n.救援 n.(Save)人名；(法)萨夫；(意、保、西、罗、塞、瑞典)
萨薇(女名)，萨韦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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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Scottsboro 1 [地名] [美国] 斯科茨伯勒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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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secon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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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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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se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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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278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279 sh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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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0 show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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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shows 4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282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83 six 2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284 skillful 1 ['skilful] adj.熟练的；巧妙的

285 skinned 1 [skind] adj.剥了皮的；没有草皮的 v.剥皮；给…植皮（sk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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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software 1 ['sɔftwεə, 'sɔ:-] n.软件

288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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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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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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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spre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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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standby 1 ['stændbaɪ] n. 备用；待命者 adj. 备用的；应急的

295 standbys 2 ['stændbaɪ] n. 备用；待命者 adj. 备用的；应急的

296 star 1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297 starred 1 [stɑ:d] adj.担任主角的；用星装饰的；用星号标明的；受命运支配的 v.使担任主角（star的过去式）；用星（形物）装
饰

298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299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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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 staying 1 英 ['steɪɪŋ] 美 ['steɪŋ] n. 拉线(撑；刚性结合)；停留 动词stay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301 step 2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302 stickler 9 ['stiklə] n.坚持细节的人；顽固的人；费解的事物 n.(Stickler)人名；(德)施蒂克勒；(英、瑞典)斯蒂克勒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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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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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substitutes 1 英 ['sʌbstɪtju tː] 美 ['sʌbstɪtu tː] n. 代用品；代替者；替补队员 vt. 代替；用 ... 代替；代以

306 succeed 1 [sək'si:d] vi.成功；继承；继任；兴旺 vt.继承；接替；继…之后

307 sun 1 [sʌn] n.太阳 vt.使晒 vi.晒太阳 n.(Sun)人名；(中)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孙；(缅)素；(土)松

308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309 suspended 1 [sə'spendid] adj.悬浮的；暂停的，缓期的（宣判）

310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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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talented 1 ['tæləntid] adj.有才能的；多才的

313 testament 1 ['testəmənt] n.[法]遗嘱；圣约；确实的证明

314 tested 1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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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the 4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17 theater 3 ['θiətə, 'θi:ə-] n.电影院，戏院，剧场；戏剧；手术室

318 theatrical 1 [θi'ætrikəl, θi:-] adj.戏剧性的；剧场的，戏剧的；夸张的；做作的

319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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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22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23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324 think 4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325 thi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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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327 tim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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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to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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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29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330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331 travelling 1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的；移动的；旅行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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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334 turn 1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335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36 unable 1 [ʌn'eibl] adj.不会的，不能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；不能胜任的

337 understudies 3 英 ['ʌndəstʌdi] 美 ['ʌndərstʌdi] v. 充当（某角色的）候补演员 n. 候补演员

338 understudy 1 ['ʌndə,stʌdi] n.候补演员；替工 vt.练习代演；当…的替手；实地演习 vi.学当替工

339 unsung 1 [,ʌn'sʌŋ] adj.（歌）未唱的；未被诗歌赞颂的，埋没的

340 urgent 1 ['ə:dʒənt] adj.紧急的；急迫的

341 us 2 pron.我们

342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343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344 vacation 2 [və'keiʃən] n.假期；（房屋）搬出 vi.休假，度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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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5 vaccinated 1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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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village 2 ['vilidʒ] n.村庄；村民；（动物的）群落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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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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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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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52 watched 1 英 [wɒtʃ] 美 [wɑ tːʃ] v. 注视；看守；观看 n. 手表；监视；看守；值班

353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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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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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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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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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60 what 1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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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363 wicked 4 ['wikid] adj.邪恶的；恶劣的；不道德的；顽皮的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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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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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witch 1 [witʃ] n.巫婆，女巫 vt.迷惑；施巫术
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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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wonderful 1 adj.极好的，精彩的，绝妙的；奇妙的；美妙；胜；神妙

369 word 1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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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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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2 work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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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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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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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76 York 3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3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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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