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3-13 [Arts and Culture] College Student's Korean Musical
Becomes Popular Online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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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am 1 ['ædəm] n.亚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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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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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dmits 1 [əd'mɪt] vt. 承认；允许进入；给…进入的权利；容纳 vi. 承认；允许进入；允许

6 adventure 1 [əd'ventʃə, æd-] n.冒险；冒险精神；投机活动 vt.冒险；大胆说出 vi.冒险

7 adventures 1 英 [əd'ventʃə(r)] 美 [əd'ventʃər] n. 冒险；奇遇 vt. 冒险；尝试 vi. 冒险；大胆进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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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扬
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10 album 2 ['ælbəm] n.相簿；唱片集；集邮簿；签名纪念册

11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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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merican 3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4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5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6 and 1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7 animation 1 [,æni'meiʃən] n.活泼，生气；激励；卡通片绘制

18 animations 1 n. 动画片（animation的复数）

19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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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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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ren 1 阿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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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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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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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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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attention 3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28 award 1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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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arlow 1 ['bɑ:ləu] n.巴洛刀（一种坚实而廉价的单面小折刀）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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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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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ear 1 vt.结果实，开花（正式） vt.忍受；承受；具有；支撑 n.熊 n.(Bear)人名；(英)贝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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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6 become 2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37 becomes 1 [bɪ'kʌm] v. 变成；成为；变得；适合（某人）；使（人）显得漂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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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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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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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42 blind 2 [blaind] adj.盲目的；瞎的 adv.盲目地；看不见地 n.掩饰，借口；百叶窗 vt.使失明；使失去理智 n.(Blind)人名；(法)布兰；
(德、瑞典)布林德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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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Brady 1 ['breidi] n.布雷迪（男子名）；贝迪（公司及其品牌名）

45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46 Broadway 1 ['brɔ:dwei] n.百老汇（美国纽约市戏院集中的一条大街）

47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48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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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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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ampus 2 ['kæmpəs] n.（大学）校园；大学，大学生活；校园内的草地 n.(Campus)人名；(英)坎帕斯；(意、罗)坎普斯；(法)康皮
斯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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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53 CD 1 [,si: 'di:] abbr.光盘，激光唱片（CompactDisc）；呼叫设备（CallingDevice）；中央地区（CentralDistrict）；商务部
（CommerceDepartment）

54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55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6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57 charact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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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harity 1 ['tʃærəti] n.慈善；施舍；慈善团体；宽容；施舍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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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ollege 3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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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mic 1 ['kɔmik] adj.喜剧的；滑稽的；有趣的 n.连环漫画；喜剧演员；滑稽人物

63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64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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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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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69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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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72 critical 1 ['kritikəl] adj.鉴定的；[核]临界的；批评的，爱挑剔的；危险的；决定性的；评论的

73 daughter 1 ['dɔ:tə] n.女儿；[遗][农学]子代 adj.女儿的；子代的

74 definitely 1 ['definitli] adv.清楚地，当然；明确地，肯定地

75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76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77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78 Disney 2 ['dizni] n.迪斯尼（美国动画影片制作家及制片人）

79 distant 1 adj.遥远的；冷漠的；远隔的；不友好的，冷淡的

80 dragon 2 ['drægən] n.龙；凶暴的人，凶恶的人；严厉而有警觉性的女人 n.(Dragon)人名；(匈)德劳贡；(英、法、芬、罗、匈)德拉
贡

81 drawing 1 ['drɔ:iŋ] n.图画；牵引；素描术 v.绘画；吸引（draw的ing形式）；拖曳

82 drawings 1 ['drɔː ɪŋz] n. 提取款 名词drawing的复数形式.

83 draws 1 [drɔː z] n. 拉；吸入；抽取 名词draw的复数形式.

84 dreaming 1 ['dri:miŋ] adj.有梦想的 v.做梦（dream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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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86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87 ends 1 ['endz] n. 结束；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.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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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especially 2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90 etc 2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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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成为相等
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92 explains 1 [ɪk'spleɪn] v. 说明；解释

93 eye 2 [ai] n.眼睛；视力；眼光；见解，观点 vt.注视，看 n.(Eye)人名；(德)艾厄；(英)艾

94 fake 2 [feik] n.假货；骗子；假动作 vt.捏造；假装…的样子 vi.假装；做假动作 adj.伪造的 n.(Fake)人名；(英)费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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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father 1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
97 feelings 1 ['fiː lɪŋs] n.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.

98 feels 1 [fiː l] v. 感觉；觉得；触摸；摸起来；认为；摸索 n. 感觉；触觉

99 felt 2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100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101 film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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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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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folklore 2 ['fəuklɔ:] n.民俗学；民间传说；民间风俗

104 folktale 3 ['fəukteil] n.民间故事；民间传说

105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106 follows 1 ['fɒləʊz] n. 跟随；遵照 名词follow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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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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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forward 1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
111 fox 1 [fɔks] vt.欺骗；使变酸 n.狐狸；狡猾的人 vi.假装；耍狡猾手段 n.(Fox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、西、瑞典)福克斯

112 friend 1 [frend] n.朋友；助手；赞助者 n.(Friend)人名；(英)弗兰德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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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fruition 1 [fru:'iʃən] n.完成，成就；结果实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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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fun 1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
117 generation 1 [,dʒenə'reiʃən] n.一代；产生；一代人；生殖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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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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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gotten 2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
121 Grammy 1 ['græmi] n.格莱美奖（美国镀金唱片奖）

122 graphics 1 ['græfiks] n.[测]制图学；制图法；图表算法

123 grew 1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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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126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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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7 happiness 1 ['hæpinis] n.幸福

128 Harvard 1 ['hɑ:vəd] n.哈佛大学；哈佛大学学生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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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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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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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heartwarming 2 ['hɑ:t,wɔ:miŋ] adj.感人的；暖人心房的

132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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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helped 2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134 helpful 1 ['helpful] adj.有帮助的；有益的

135 he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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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6 heritage 1 ['heritidʒ] n.遗产；传统；继承物；继承权 n.(Heritage)人名；(英)赫里蒂奇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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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Hollywood 1 ['hɔliwud] n.好莱坞

139 h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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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honestly 1 ['ɔnistli] adv.真诚地；公正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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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43 idea 2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144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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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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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indie 2 ['indi] n.独立经营的电影院等；独立制片人 adj.独立的

148 inspired 2 [in'spaiəd] adj.有灵感的；官方授意的 v.激发（inspire的过去分词）；鼓舞

149 interes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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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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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is 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52 i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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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154 journey 1 ['dʒə:ni] n.旅行；行程 vi.旅行 n.(Journey)人名；(英)朱尼，朱妮(女名)

155 julia 1 ['dʒu:ljə] n.朱莉娅（女子名）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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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kingdom 1 ['kiŋdəm] n.王国；界；领域 n.(Kingdom)人名；(英)金德姆

158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59 Korean 12 [kə'riən] adj.韩国人的；韩国语的；朝鲜人的；朝鲜语的 n.韩国人；韩国语；朝鲜人；朝鲜语

160 lambert 1 ['læmbət] n.朗伯（亮度单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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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ughs 1 英 [lɑ fː] 美 [læf] v. 发笑；笑；嘲笑 n. 笑声；笑；笑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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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led 2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65 length 1 [leŋθ, leŋkθ] n.长度，长；时间的长短；（语）音长

166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67 lik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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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listening 1 ['lisəniŋ] adj.收听的；助听的 n.倾听 v.听（listen的ing形式）

169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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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0 lotus 1 ['ləutəs] n.莲花；荷花；莲饰 n.(Lotus)人名；(英)洛特斯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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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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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magical 1 ['mædʒikəl] adj.魔术的；有魔力的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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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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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6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77 marcelo 1 n. 马塞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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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180 means 2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181 media 3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182 messages 1 ['mesɪdʒɪz] n.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.

183 models 1 ['mɒdlz] n. 模范；模特儿；模型（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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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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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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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movies 1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
189 moving 2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190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191 musical 10 ['mju:zikəl] adj.音乐的；悦耳的 n.音乐片

192 musicals 2 ['mjuːzɪkəlz] n. 音乐片；音乐剧 名词musical的复数形式.

193 netflix 1 ['netfliː ks] n. 出租DVD；在线观看电影的网站。

194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195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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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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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objects 1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
199 of 1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00 okay 1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v.可以；对；很好地 adj.可以；对；不错 n.同意，批准 int.好；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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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O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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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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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205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06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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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open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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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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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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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11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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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ov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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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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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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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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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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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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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Philip 1 ['filip] n.菲利普（男子名）

220 photographs 1 英 ['fəʊtəgræfs] 美 ['foʊtəgræfs] n. 照片 名词photograph的复数形式.

221 platform 1 ['plætfɔ:m] n.平台；月台，站台；坛；讲台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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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pleasant 1 ['plezənt] adj.令人愉快的，舒适的；讨人喜欢的，和蔼可亲的 n.(Pleasant)人名；(英)普莱曾特

224 poi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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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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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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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princess 1 [prin'ses, 'prinsis] n.公主；王妃；女巨头 n.(Princess)人名；(英)普琳西丝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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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230 producer 1 [prəu'dju:sə] n.制作人，制片人；生产者；发生器

231 producers 1 生产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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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projec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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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puppets 1 n. 木偶；傀儡（puppet的复数）

235 putting 1 ['putiŋ] n.投掷；（高尔夫球）打球入洞 v.放置（put的ing形式）；轻击球；使球入洞的轻击（putt的ing形式）

236 questioned 1 ['kwestʃən] n. 问题；疑问 v. 询问；怀疑

237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38 quit 1 [kwit] vt.离开；放弃；停止；使…解除 vi.离开；辞职；停止 n.离开；[计]退出 adj.摆脱了…的；已经了结的 n.(Quit)人
名；(英)奎特

239 ratatouille 1 [,rætə'twi:] n.蹩脚的炖菜

240 reaction 1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
241 realize 1 vt.实现；认识到；了解；将某物卖得，把(证券等)变成现钱；变卖

242 realized 1 ['riː əlaɪz] vt. 实现；了解；意识到；变卖

243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44 realm 1 [relm] n.领域，范围；王国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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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6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47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48 record 1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249 recording 1 [ri'kɔ:diŋ] n.录音；唱片 adj.记录的；记录用的 v.录音；记录；录像（record的ing形式）

250 reinvigorating 1 [ˌriː ɪn'vɪɡəreɪt] vt. 使再振作；使复生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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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releasing 1 [rɪ'liː sɪŋ] n. 释放 动词releas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53 relief 1 n.救济；减轻，解除；安慰；浮雕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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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represent 1 [,repri'zent] vt.代表；表现；描绘；回忆；再赠送 vi.代表；提出异议

256 restore 1 [ri'stɔ:] vt.恢复；修复；归还 vi.恢复；还原

257 revealed 1 [ri'vi:ld] v.透露（reveal的过去式）；显示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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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Russell 2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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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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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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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63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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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66 senior 1 ['si:njə] adj.高级的；年长的；地位较高的；年资较深的，资格较老的 n.上司；较年长者；毕业班学生 n.(Senior)人名；
(英)西尼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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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seriously 1 ['siəriəsli, 'si:r-] adv.认真地；严重地，严肃地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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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setting 1 ['setiŋ] n.环境；安装；布置；[天]沉落 v.放置；沉没；使…处于某位置（set的ing形式）

271 sh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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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72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273 shortage 1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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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sight 1 [sait] n.视力；景象；眼界；见解 vt.看见；瞄准 vi.瞄准；观看 adj.见票即付的；即席的

276 social 3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77 solved 1 英 [sɒlv] 美 [sɑ lːv] v. 解决；解答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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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>稍微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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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81 so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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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songs 4 ['sɒŋz] n.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.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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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4 spends 1 [s'pendz] n. 开支，花费（spend的复数形式） v. 花费（动词spen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85 sta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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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stars 1 [stɑ:z] n. 星星，明星（star的复数形式）

287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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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stood 1 [stud] v.站立（sta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90 stories 1 [s'tɔː rɪz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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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1 story 9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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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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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struggled 1 ['strʌgəld] adj.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94 student 3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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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97 supporters 2 [sə'pɔː 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
298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299 tail 1 [teil] n.尾巴；踪迹；辫子；燕尾服 vt.尾随；装上尾巴 vi.跟踪；变少或缩小 adj.从后面而来的；尾部的

300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301 television 1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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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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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304 that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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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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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theater 1 ['θiətə, 'θi:ə-] n.电影院，戏院，剧场；戏剧；手术室

307 there 5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308 thesis 1 ['θi:sis] n.论文；论点

309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10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311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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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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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to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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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15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16 totally 1 ['təutəli] adv.完全地

317 traditional 1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318 tried 1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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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truths 1 [tru:ðz, tru:θs] n.真理；事实（truth的复数）；真相

321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322 unofficial 1 [,ʌnə'fiʃəl] adj.非官方的；非正式的

323 up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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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25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26 version 2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327 videos 2 英 ['vɪdiəʊ] 美 ['vɪdioʊ] n. 录像；视频 v. 录制电视节目 adj. 视频的；录像的

328 visuals 1 ['vɪʒuəlz] 视像

329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30 w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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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Wayne 1 ['wein] n.韦恩（男子名）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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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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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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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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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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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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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41 woman 2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342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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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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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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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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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6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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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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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writing 1 ['raitiŋ] n.书写；作品；著作；[法]笔迹 v.书写（write的ing形式）

350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51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52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53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354 young 4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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