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1-19 [Arts and Culture] Lion King Turns 25 on Broadway 词词
汇表汇表

1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2 actors 1 ['æktəz] n.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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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
5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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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8 African 3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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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gree 1 [ə̍ ɡriː ] vt.同意，赞成；承认；约定，商定 vi.vi.同意，意见一致；约定，商定

11 airplane 1 ['εəplein] n.飞机

12 aisle 2 [ail] n.通道，走道；侧廊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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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5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6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7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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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20 animals 2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21 antelopes 2 英 ['æntɪləʊp] 美 ['æntɪloʊp] n. 羚羊；羚羊皮革

22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23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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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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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sian 1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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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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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 attached 1 [ə'tætʃt] adj.附加的；依恋的，充满爱心的 v.附上（attach的过去分词）

29 audience 4 [ˈɔː diəns] n.观众；听众；读者；接见；正式会见；拜会

30 audiences 1 ['ɔː diənsɪz] 受众

31 award 1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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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ecame 2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34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5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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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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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eings 1 ['biː ɪŋz] n. 人；n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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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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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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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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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bigger 2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
44 birds 2 ['bɜːdz] n. 鸟，鸟类；禽（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）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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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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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Broadway 9 ['brɔ:dwei] n.百老汇（美国纽约市戏院集中的一条大街）

48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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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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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ame 2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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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54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55 characters 1 英 ['kærɪktəz] 美 ['kærɪktɚz] n. 人物；角色；特性；字符 名词character的复数形式.

56 Chicago 1 [ʃi'kɑ:gəu] n.芝加哥（美国中西部城市）

57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58 church 1 [tʃə:tʃ] n.教堂；礼拜；教派 adj.教会的；礼拜的 vt.领…到教堂接受宗教仪式 n.(Church)人名；(英)丘奇

59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60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61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62 clothing 1 ['kləuðiŋ] n.（总称）[服装]服装；帆装 v.覆盖（clothe的ing形式）；给…穿衣

63 compete 1 [kəm'pi:t] vi.竞争；比赛；对抗

64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
65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66 connection 1 n.连接；关系；人脉；连接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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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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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cover 1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
71 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
72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73 dependent 1 [di'pendənt] adj.依靠的；从属的；取决于…的 n.依赖他人者；受赡养者

74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75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76 different 3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77 dimensional 1 [di'menʃənəl, dai-] adj.空间的；尺寸的

78 dimensionality 1 [di,menʃə'næləti, dai-] n.维度；幅员；广延

79 directing 1 [də'rekt] adj. 直接的；笔直的；坦白的 v. 对准；指挥；指示；命令

80 director 2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81 Disney 3 ['dizni] n.迪斯尼（美国动画影片制作家及制片人）

82 doll 1 [dɔl] n.洋娃娃；玩偶；无头脑的美丽女人 vt.把…打扮得花枝招展 n.(Doll)人名；(英)多尔(女子教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
称)；(西)多利

83 double 1 ['dʌbl] n.两倍；双精度型 adj.双重的；两倍的 vi.加倍，加倍努力；快步走 vt.使加倍 adv.双重地；两倍地；弓身地 n.
(Double)人名；(法)杜布勒；(英)道布尔

84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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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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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87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88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89 Eisner 1 n. 艾斯纳

90 elephants 1 ['elifənts] n.大象（elephant的复数）

91 endless 1 ['endlis] adj.无止境的；连续的；环状的；漫无目的的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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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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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95 event 2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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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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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face 2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99 facial 1 ['feiʃəl] adj.面部的，表面的；脸的，面部用的 n.美容，美颜；脸部按摩

100 famil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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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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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features 1 ['fiː tʃəz] n. 容貌；特征 名词feature的复数形式.

103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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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fir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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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flying 2 ['flaiiŋ] adj.飞行的 n.飞行 v.飞（fly的ing形式）

107 for 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8 forget 1 [fə'gɛt] vt.忘记；忽略 vi.忘记 n.(Forget)人名；(法)福尔热

109 friendly 1 ['frendli] adj.友好的；亲切的；支持的；融洽的，和睦的 adv.友善地；温和地 n.(Friendly)人名；(英)弗兰德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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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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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giant 1 ['dʒaiənt] n.巨人；伟人；[动]巨大的动物 adj.巨大的；巨人般的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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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15 ha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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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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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hand 1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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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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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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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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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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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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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125 h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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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honor 1 ['ɔnə] n.荣誉；信用；头衔 vt.尊敬（等于honour）；给…以荣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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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129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30 humans 1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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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idea 2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132 imagination 1 [i,mædʒi'neiʃən] n.[心理]想象力；空想；幻想物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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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4 influenced 1 ['ɪnfluəns] v. 影响；感染；<美俚>在(饮料)中加烈酒 n. 影响力；影响；权势；势力；有影响的人(或事物)

135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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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introduction 1 [,intrə'dʌkʃən] n.介绍；引进；采用；入门；传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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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it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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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41 Japanese 1 [,dʒæpə'ni:z] adj.日本（人）的；日语的 n.日本人；日语

142 job 2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143 julie 1 ['dʒu:li] n.朱莉（女子名）

144 jumping 1 ['dʒʌmpiŋ] adj.跳跃的 n.障碍 vi.跳（jump的ing形式）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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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king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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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knew 1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
148 languages 2 ['læŋɡwɪdʒɪz] n. 语言 名词language的复数形式.

149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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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52 liked 1 [laikt] v.喜欢（like的过去式）

153 lion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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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listen 1 ['lisən] vi.听，倾听；听从，听信 n.听，倾听

155 l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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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lo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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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7 longest 1 ['lɔŋgist, 'lɔ:ŋ-] adj.最长的 n.(Longest)人名；(英)朗格斯特

158 lose 1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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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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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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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163 makeup 1 ['meikʌp] n.化妆品；组成；补充；补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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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marching 1 [mɑ tːʃɪŋ] n. 行进；游行 动词march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66 mask 2 [mɑ:sk, mæsk] n.面具；口罩；掩饰 vi.掩饰；戴面具；化装 vt.掩饰；戴面具；使模糊

167 masks 2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168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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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Minneapolis 2 [,mini'æpəlis] n.明尼阿波里斯市（美国一座城市）

171 Minnesota 1 [,mini'səutə] n.明尼苏达州（美国中北部洲）

172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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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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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175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6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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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musical 5 ['mju:zikəl] adj.音乐的；悦耳的 n.音乐片

179 musicals 1 ['mjuːzɪkəlz] n. 音乐片；音乐剧 名词musical的复数形式.

180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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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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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nex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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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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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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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88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189 of 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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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92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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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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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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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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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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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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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operate 1 vi.运转；动手术；起作用 vt.操作；经营；引起；对…开刀

200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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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202 original 1 [ə'ridʒənəl] n.原件；原作；原物；原型 adj.原始的；最初的；独创的；新颖的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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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overwhelm 1 vt.淹没；压倒；受打击；覆盖；压垮

205 overwhelmed 1 英 [ˌəʊvə'welm] 美 [ˌoʊvər'welm] vt. 打击；压倒；使感动；淹没；打败

206 palace 1 ['pælis] n.宫殿；宅邸；豪华住宅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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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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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
210 payoff 1 ['peiɔ:f] n.报酬；结果；发工资；结算 adj.支付的；决定性的；产生结果的

211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12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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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215 performed 3 英 [pə'fɔː m] 美 [pər'fɔː 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216 performers 1 n. 表演者；执行者（performer的复数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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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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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phantom 2 ['fæntəm] n.幽灵；幻影；虚位 adj.幽灵的；幻觉的；有名无实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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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plays 2 [pleɪ] v. 玩；比赛；（在运动队中）担当；派...出场；带；踢；击（球）；走（棋子）；出牌；演奏；播放；扮演；假
装；上演；发挥（作用）；应付；处理；掠过；浮现；使轻快地活动；（喷泉）喷涌；做游戏 n. 游戏；戏剧；比赛；发挥
作用；玩笑；间隙；闪烁；闪现

221 poles 1 英 [pəʊl] 美 [poʊl] n. 杆；柱；极点 v. (用杆)支撑 Pole. n. 波兰人

222 popular 2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223 practices 1 ['præktɪs] n. 练习；实行；习惯；业务 v. 练习；实践；开业；执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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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presented 1 ['preznt] n. 礼物；现在 adj. 出席的；现在的；当前的；存在的 v. 提出；赠送；呈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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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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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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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pulling 1 ['pʊlɪŋ] 动词pull的现在分词形式

231 puppet 1 ['pʌpit] n.木偶；傀儡；受他人操纵的人

232 puppetry 1 ['pʌpitri] n.木偶；木偶戏；傀儡

233 puppets 4 n. 木偶；傀儡（puppet的复数）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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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5 qualities 1 [统计] 质

236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237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238 rehearsal 2 [ri'hə:səl] n.排演；预演；练习；训练；叙述

239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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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42 revolutionary 2 [,revə'lju:ʃənəri] adj.革命的；旋转的；大变革的 n.革命者

243 rewrite 1 [,ri:'rait, 'ri:rait] vt.改写；重写 vi.改写；重写 n.重写或改写的文稿；改写的作品

244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245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人名；(英)朗宁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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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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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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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screaming 1 ['skri:miŋ] adj.尖叫的；使人惊叹的；使人捧腹大笑的 n.尖叫声；啸声；振动 v.尖叫；大笑；呼啸着前进（scream的
ing形式）

250 seats 3 ['siː ts] n.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.

251 sections 1 ['sekʃənz] n. 零件 名词section的复数形式.

252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253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
254 seen 3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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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sells 1 [sel] v. 出售；卖

257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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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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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260 s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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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1 shot 1 n.发射；炮弹；射手；镜头 adj.用尽的；破旧的；杂色的，闪光的 v.射击（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62 show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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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simple 2 ['simpl] adj.简单的；单纯的；天真的 n.笨蛋；愚蠢的行为；出身低微者 n.(Simple)人名；(法)桑普勒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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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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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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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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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someth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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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son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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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271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272 sta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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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stars 2 [stɑ:z] n. 星星，明星（star的复数形式）

274 started 2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5 sticks 1 [stɪks] n. 偏远的乡村；郊区 名词stick的复数形式.

276 story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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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strings 1 [strɪŋz] n. (乐器的)弦 名词string的复数形式.

278 strongly 1 ['strɔŋli, 'strɔ:ŋ-] adv.强有力地；坚强地；激烈地；气味浓地

279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80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281 surrounds 1 [sə'raʊnd] vt. 包围；环绕 n. 环绕物

282 telling 1 ['teliŋ] adj.有效的；生动的；显著的 n.命令；叙述；吐露真情 v.告诉；讲述（tell的ing形式）；命令 n.(Telling)人名；(英)
特林

283 test 1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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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t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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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the 5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87 theater 5 ['θiətə, 'θi:ə-] n.电影院，戏院，剧场；戏剧；手术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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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theatre 2 ['θiətə, 'θi:ə-] n.电影院，戏院；戏剧；阶梯式讲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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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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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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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94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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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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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throu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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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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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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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to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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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00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301 Tony 1 ['təuni] n.托尼（男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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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too 2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03 toolbox 1 ['tu:l,bɔks] n.工具箱

304 tools 1 [tu lː] n. 工具，用具（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）；器具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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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turns 2 ['tɜːnz] n.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.

307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308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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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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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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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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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walking 1 ['wɔ:kiŋ] n.步行；散步 v.步行（walk的ing形式） adj.步行的

313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14 watc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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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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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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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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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320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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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wheels 1 [wiː l] n. 方向盘；车轮；旋转；周期 vi. 旋转；转动；改变方向 vt. 用车运；转动；给 ... 装轮子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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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325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326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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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win 1 vt.赢得；在…中获胜 vi.赢；获胜；成功 n.赢；胜利 n.(Win)人名；(德、荷、缅)温；(英)温(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)

329 wires 1 ['waɪəz] n. 金属丝；金属线；电线 n. 网格线 名词wire的复数形式.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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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332 wor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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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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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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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37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38 years 5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39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340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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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英、葡)扬

342 your 3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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