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1-12 [Arts and Culture] Movie Theaters Return to Kashmir
after More Than 30 Years 词频表词频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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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is 1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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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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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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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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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movie 7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9 theater 7 ['θiətə, 'θi:ə-] n.电影院，戏院，剧场；戏剧；手术室

10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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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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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Kashmir 6 ['kæʃmiə; kæʃ'miə] n.克什米尔

13 theaters 6 n. 影剧院，剧院（theater复数）

14 their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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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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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inema 5 ['sinəmə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，电影制作术 n.(Cinema)人名；(意)奇内马

17 movies 5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
18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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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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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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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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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dhar 4 达尔

24 mo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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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multiplex 4 ['mʌltipleks] adj.多样的，多元的；[通信]多路传输的 vi.[通信]多路传输；多工 vt.[通信]多路传输 n.[测]多倍仪；多重
通道

26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27 w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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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9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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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comment 3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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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33 owned 3 [əund] v.拥有；承认（own的过去分词） adj.自身拥有的

34 patrons 3 赞助商

35 retur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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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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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security 3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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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srinagar 3 [,sri:'nʌgə] n.斯利那加（南亚克什米尔西部城市）；斯里那加（城市名称）

39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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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valley 3 ['væli] n.山谷；流域；溪谷 n.(Valley)人名；(英)瓦利；(法)瓦莱

41 watch 3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
42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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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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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45 younger 3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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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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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almost 2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49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50 andrew 2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51 animated 2 adj.活生生的；活泼的；愉快的 vt.使…有生气（animate的过去式）

52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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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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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beauty 2 ['bju:ti] n.美；美丽；美人；美好的东西

56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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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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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losed 2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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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dozen 2 ['dʌzən] n.十二个，一打 adj.一打的

62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63 English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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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experience 2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65 family 2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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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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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gate 2 [geit] n.大门；出入口；门道 vt.给…装大门 n.(Gate)人名；(英)盖特；(法、瑞典)加特

69 g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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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0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71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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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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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Indian 2 ['indiən] adj.印度的；印第安人的；印第安语的 n.印度人；印第安人；印第安语

75 inox 2 不锈钢

76 kashmiris 2 n. 克什米尔人[语]

77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78 liquor 2 ['likə] n.酒，含酒精饮料；溶液；液体；烈酒 vi.喝酒，灌酒 vt.使喝醉

79 next 2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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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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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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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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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rule 2 [ru:l] vi.统治；管辖；裁定 n.统治；规则 vt.统治；规定；管理；裁决；支配 n.(Rule)人名；(英)鲁尔；(塞)鲁莱

84 smith 2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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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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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thinks 2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
88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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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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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tower 2 ['tauə] n.塔；高楼；堡垒 vi.高耸；超越 n.(Tower)人名；(英)托尔

91 visi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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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VOA 2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93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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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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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wor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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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97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98 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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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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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administered 1 英 [əd'mɪnɪstə(r)] 美 [əd'mɪnɪstər] vt. 管理；执行；给与；用(药) vi. 执行管理人职责；给与帮助

102 afraid 1 [ə'freid] adj.害怕的；恐怕；担心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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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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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alcoholic 1 [,ælkə'hɔlik] adj.酒精的，含酒精的 n.酒鬼，酗酒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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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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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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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armed 1 [ɑ:md] adj.武装的；有扶手的；有防卫器官的（指动物） n.(Armed)人名；(科摩)阿米德

112 armored 1 ['ɑ:məd] adj.装甲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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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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》

115 avengers 1 n. 复仇者（avenger的复数）

116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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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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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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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122 buys 1 [baɪ] vt. 购买；买；获得；收买；<俚>相信 vi. 买 n. 购买；便宜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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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closure 1 ['kləuʒə] n.关闭；终止，结束 vt.使终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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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complex 1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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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128 contains 1 [kən'teɪnz] v.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29 counter 1 [英 [ˈkaʊntə(r)] 美 [ˈkaʊntɚ] n.柜台；对立面；计数器；（某些棋盘游戏的）筹码 vt.反击，还击；反向移动，对着干；
反驳，回答 vi.逆向移动，对着干；反驳 adj.相反的 adv.反方向地；背道而驰地

130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31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132 demanded 1 英 [dɪ'mɑːnd] 美 [dɪ'mænd] n. 要求；需求 v. 要求；查问；需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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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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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dispute 1 [dis'pju:t, 'dis-] vt.辩论；怀疑；阻止；抗拒 vi.争论 n.辩论；争吵

136 divided 1 [di'vaidid] adj.分裂的；分开的；有分歧的 v.分开（divide的过去分词）；分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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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dream 1 [dri:m] vi.梦想；做梦，梦见；想到 n.梦想，愿望；梦 vt.梦想；做梦；想到 adj.梦的；理想的；不切实际的

139 drink 1 [driŋk] vt.喝，饮；吸收；举杯庆贺 vi.喝酒；饮水；干杯 n.酒，饮料；喝酒

140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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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enjoyed 1 [ɪn'dʒɔɪd] v. 享受，喜欢（动词enj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43 entering 1 ['entəriŋ] v.进入（enter的ing形式）；录入；键入

144 entry 1 ['entri] n.进入；入口；条目；登记；报关手续；对土地的侵占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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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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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figure 1 ['figə] n.数字；人物；图形；价格；（人的）体形；画像 vi.计算；出现；扮演角色 vt.计算；认为；描绘；象征

148 film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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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150 frisk 1 [frisk] vi.蹦跳；欢跃 n.搜身；快乐；蹦跳；快乐的时刻 vt.轻摇 n.(Frisk)人名；(瑞典)弗里斯克

151 frisked 1 [frɪsk] v. 蹦跳；嬉戏；搜身 n. 雀跃；欢欣鼓舞

152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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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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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156 go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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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158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59 granted 1 conj.诚然 adv.的确 vt.grant的过去式

160 guard 1 [gɑ:d] n.守卫；警戒；护卫队；防护装置 vi.警惕 vt.保卫；监视 n.(Guard)人名；(英)格尔德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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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2 hair 1 [hεə] n.头发；毛发；些微 vt.除去…的毛发 vi.生长毛发；形成毛状纤维 adj.毛发的；护理毛发的；用毛发制成的

163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164 hands 1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
165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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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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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hidden 1 ['hidən] adj.隐藏的 v.隐藏，躲藏（hide的过去分词） n.(Hidden)人名；(英)希登

169 high 1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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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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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172 houses 1 ['hauziz] n.住宅；家园；洋房（house的复数）；房子的总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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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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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illegal 1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
176 image 1 ['imidʒ] n.影像；想象；肖像；偶像 vt.想象；反映；象征；作…的像 n.(Image)人名；(法)伊马热

177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178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179 India 1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180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181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82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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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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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lawyer 1 ['lɔ:jə] n.律师；法学家 n.(Lawyer)人名；(英)劳耶

187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188 library 1 ['laibrəri] n.图书馆，藏书室；文库

189 likes 1 n.好恶；爱好的事物 v.喜欢；愿意（lik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Likes)人名；(英)莱克斯

190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191 mainly 1 ['meinli] adv.主要地，大体上

192 manmohan 1 曼莫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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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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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196 militant 1 adj.好战的 n.富有战斗性的人；好斗者；激进分子

197 militants 1 n.激进分子，好斗分子( militant的名词复数 )

198 military 1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199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00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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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nails 1 ['neɪlz] n. 指甲 名词nai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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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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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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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number 1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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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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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opened 1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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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operation 1 [,ɔpə'reiʃən] n.操作；经营；[外科]手术；[数][计]运算

213 opposed 1 [ə'pəuzd] adj.相反的；敌对的 v.反对（oppose的过去分词）；使对立

214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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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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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ow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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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Pakistan 1 ['pækistæn] n.巴基斯坦（南亚国家名）

218 palladium 1 [pə'leidiəm] n.[化学]钯；守护神

219 parlor 1 ['pɑ:lə] n.客厅；会客室；业务室 adj.客厅的

220 parlors 1 n.客厅( parlor的名词复数 ); 起居室; （旅馆中的）休息室; <美>（通常用来构成合成词）店

221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222 passage 1 n.一段（文章）；走廊；通路；通过 n.(Passage)人名；(英)帕西奇；(法)帕萨热

223 passes 1 ['paː sɪz] n. 途径；通行 名词pass的复数形式.

224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225 patron 1 ['peitrən] n.赞助人；保护人；主顾 n.(Patron)人名；(英)佩特伦；(法、意、罗)帕特龙

226 permission 1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
227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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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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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police 1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
231 policemen 1 [pə'liː smən] n. 警察 名词policeman的复数形式.

232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33 prefer 1 [pri'fə:] vt.更喜欢；宁愿；提出；提升 vi.喜欢；愿意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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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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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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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238 reminder 1 [ri'maində] n.暗示；提醒的人/物；催单

239 replies 1 [rɪ'plaɪ] v. 回答；答复；回应 n. 回答；答复

240 restaurants 1 餐馆

241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242 risking 1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
243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244 screen 1 [skri:n] n.屏，幕；屏风 vt.筛；拍摄；放映；掩蔽 vi.拍电影 n.(Screen)人名；(英)斯克林

245 screens 1 [skriː nz] n. 屏幕 名词screen的复数形式.

246 searching 1 ['sə:tʃiŋ] adj.搜索的；透彻的 n.搜索 v.搜索（search的ing形式）

247 seat 1 [si:t] n.座位；所在地；职位 vt.使…坐下；可容纳…的；使就职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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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250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251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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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3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254 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
255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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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Singh 1 [siŋ] n.辛格（印度总理）；查理·拉杰（电影名）

258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259 skin 1 [skin] n.皮肤；外皮 vt.剥皮 vi.愈合；长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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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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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stands 1 [stænd] v. 站立；忍受；位于；停滞 n. 站立；货摊；停顿；看台

263 stationed 1 ['steɪʃn] n. 站；火车站；电视台；社会地位；牧羊场；驻地；岗位 v. 驻扎；安置

264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265 stores 1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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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structure 1 ['strʌktʃə] n.结构；构造；建筑物 vt.组织；构成；建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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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70 tall 1 [tɔ:l] adj.高的；长的；过分的；夸大的 adv.夸大地 n.(Tall)人名；(马里、阿拉伯)塔勒；(芬、罗、瑞典)塔尔；(英)托尔；
(土)塔勒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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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territory 1 ['teritəri] n.领土，领域；范围；地域；版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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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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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276 threats 1 [θret] n. 威胁；恐吓；凶兆

277 ticket 1 ['tikit] n.票；入场券，标签；（美）候选人名单；证明书；交通罚款单 vt.加标签于；指派；对…开出交通违规罚单

278 tight 1 [tait] adj.紧的；密封的；绷紧的；麻烦的；严厉的；没空的；吝啬的 adv.紧紧地；彻底地 n.(Tight)人名；(英)泰特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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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81 treated 1 [triː tɪd] v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 vbl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

282 truck 1 [trʌk] n.卡车；交易；手推车 vi.驾驶卡车；以物易物 vt.交易；以卡车运输 adj.（美）运货汽车的 n.(Truck)人名；(德)特
鲁克

283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
284 TV 1 ['ti:'vi:] abbr.电视（television）

285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86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287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288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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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291 vika 1 n. 维卡(在瑞典；东经 15º45' 北纬 60º31')

292 violence 1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293 visited 1 v.拜访，访问（visit的过去式）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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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296 weapons 1 n.武器（weapon的复数）；武装切换；斗争工具 v.武装（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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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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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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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2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03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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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youn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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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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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英、葡)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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