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4-29 [Arts and Culture] Three-century-old Violin Could Get
10 Million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2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violin 15 [,vaiə'lin] n.小提琴；小提琴手 n.(Violin)人名；(意)维奥林

3 i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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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to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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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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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instrument 7 ['instrumənt, 'instrə-, -ment] n.仪器；工具；乐器；手段；器械

8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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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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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million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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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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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Perrine 5 n. 珀赖因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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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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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 old 4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17 pasquier 4 帕基耶

18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9 auction 3 ['ɔ:kʃən] vt.拍卖；竞卖 n.拍卖

20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21 eve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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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Guarneri 3 瓜奈里(人名)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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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Italian 3 adj.意大利的；意大利语的；意大利文化的 n.意大利人；意大利语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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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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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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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t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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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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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nd 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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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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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century 2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35 conce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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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da 2 [dɑ:] n.（俄）是，是的；爸爸（等于dad） n.(Da)人名；(柬)达

37 day 2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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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follow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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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 French 2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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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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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house 2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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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Leonardo 2 n.李奥纳多（姓氏）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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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ma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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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maker 2 ['meikə] n.制造者；造物主；出期票人 n.(Maker)人名；(英)马克尔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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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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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owned 2 [əund] v.拥有；承认（own的过去分词） adj.自身拥有的

51 painting 2 ['peintiŋ] n.绘画；油画；着色 v.绘画（paint的ing形式）；涂色于 n.(Painting)人名；(英)佩因廷

52 Paris 2 ['pæris] n.巴黎（法国首都）；帕里斯（特洛伊王子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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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played 2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55 sale 2 [seil] n.销售；出售；拍卖；销售额；廉价出售 n.(Sa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瑞典)萨莱；(英、萨摩)塞尔；(法)萨尔

56 s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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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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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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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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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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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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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viewing 2 ['vju:iŋ] adj.可见的 v.观察；查看（view的ing形式）

64 Vinci 2 ['vinsi] n.达芬奇（姓氏，意大利的著名美术家、雕刻家、科学家、建筑家）

65 violinist 2 [,vaiə'linist] n.小提琴演奏者，小提琴家

66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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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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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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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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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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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akiko 1 诠子

72 alive 1 [ə'laiv] adj.活着的；活泼的；有生气的

73 allow 1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
74 allowing 1 [ə'laʊ] vt. 允许；让某人得到；留出；同意（法律） vi. (for)考虑到；允许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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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77 Anne 1 [æn] n.安妮（女子名）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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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antonio 1 [æn'təuniəu] n.安东尼奥（男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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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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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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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83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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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bought 1 [bɔ:t] v.买（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86 buyer 1 ['baiə] n.买主；采购员 n.(Buyer)人名；(英)拜尔；(法)比耶；(德)布耶尔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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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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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carefully 1 ['kɛəfəli] adv.小心地

90 Carnegie 1 [ka:'negi] n.卡内基（姓氏）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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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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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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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conservatory 1 [kən'sə:və,tɔ:ri] n.温室；音乐学校 adj.有保存力的；保存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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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costliest 1 ['kɒstlɪɪst] adj. 最昂贵的

97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特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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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England 1 n.英格兰

100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01 exceptional 1 [ik'sepʃənəl] adj.异常的，例外的 n.超常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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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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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105 garnier 1 n. 加尼尔

106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107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08 giuseppe 1 朱塞佩

109 Goya 1 ['gɔ:ja:] n.戈雅（西班牙画家）

110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
伯、巴基)哈伊

111 hal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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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2 halls 1 n. 霍尔斯(男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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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Henri 1 n.亨利（人名）

115 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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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6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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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119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120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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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loan 1 [ləun] n.贷款；借款 vi.借出 vt.借；借给

123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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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25 Messiah 1 [mi'saiə] n.弥赛亚（犹太人所期待的救世主）；救星，解放者

126 meyers 1 n. 迈耶斯

127 museum 1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128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129 musical 1 ['mju:zikəl] adj.音乐的；悦耳的 n.音乐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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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132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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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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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36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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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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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opera 1 ['ɔpərə] n.歌剧；歌剧院；歌剧团 n.(Opera)人名；(意)奥佩拉

141 o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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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Oxford 1 ['ɔksfəd] n.牛津大学；牛津（英国城市）

143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144 painter 1 ['peintə] n.画家；油漆匠 n.(Painter)人名；(英)佩因特

145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146 perfect 1 ['pə:fikt, pə'fekt] adj.完美的；最好的；精通的 vt.使完美；使熟练 n.完成式 n.(Perfect)人名；(英)珀费克特

147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148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49 practicing 1 ['præktisiŋ] adj.在工作的，开业的 v.练习（practice的ing形式）

150 price 1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
151 prize 1 [praiz] n.奖品；奖赏；战利品 vt.珍视；捕获；估价 adj.获奖的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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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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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4 regis 1 ['ri:dʒis] n.里吉斯（男子名）

155 Rembrandt 1 ['rembrɑ:nt] n.伦布兰特（姓氏）

156 re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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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rest 1 [rest] vt.使休息，使轻松；把…寄托于 n.休息，静止；休息时间；剩余部分；支架 vi.休息；静止；依赖；安置 n.(Rest)人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
158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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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selling 1 ['seliŋ] n.销售；出售 v.出售（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(Selling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塞林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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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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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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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165 sophie 1 ['səufi] n.索菲（女子名）

166 sound 1 [saund] vt.听（诊）；测量，测…深；使发声；试探；宣告 n.声音，语音；噪音；海峡；吵闹；听力范围；[医]探条 adj.
健全的，健康的；合理的；可靠的；有效彻底的 adv.彻底地，充分地 vi.听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回响；测深

167 stradivari 1 [,strædi'veəri] n.弦乐器（尤指斯特拉迪瓦里及其子制作的小提琴）

168 stradivarius 1 [,strædə'vεəriəs] n.弦乐器（尤指斯特拉迪瓦里及其子制作的小提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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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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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171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172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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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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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valuable 1 ['væljuəbl] adj.有价值的；贵重的；可估价的 n.贵重物品

176 vieuxtemps 1 维厄唐

177 violinists 1 n.小提琴手( violinist的名词复数 )

178 violins 1 [vaɪə'lɪnz] 小提琴

179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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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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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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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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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6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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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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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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