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2-06 [Arts and Culture] Performing Artists Honored for
Influences on American Cultur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4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and 2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 of 2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to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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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or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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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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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group 8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9 singer 7 ['siŋə] n.歌手，歌唱家 n.(Sing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塞、罗、捷、葡、土)辛格；(法)桑热

10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1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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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t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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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who 6 pron.谁；什么人

15 you 6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6 American 5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7 artists 5 英 ['a:tists] 美 ['ɑ:tists] n. 艺术家（名词artist的复数形式）

18 clooney 5 n. 克卢尼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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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honored 5 英 ['ɒnəd] 美 ['ɑnərd] adj. 深感荣幸的；受尊敬的

21 knight 5 [nait] n.骑士，武士；爵士 vt.授以爵位 n.(Knight)人名；(英)奈特

22 actor 4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
23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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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5 cent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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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composer 4 [kəm'pəuzə] n.作曲家；作家，著作者；设计者

27 d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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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grant 4 [grɑ:nt, grænt] vt.授予；允许；承认 vi.同意 n.拨款；[法]授予物 n.(Grant)人名；(瑞典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塞、德、意)
格兰特；(法)格朗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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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 Irish 4 ['aiəriʃ] adj.爱尔兰的；爱尔兰人的 n.爱尔兰人；爱尔兰语；爱尔兰

31 Kennedy 4 ['kenidi] n.肯尼迪（姓氏，美国第35任总统）

32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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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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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performed 4 英 [pə'fɔː m] 美 [pər'fɔː 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35 s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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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6 show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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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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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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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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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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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ulture 3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41 event 3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42 feeling 3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43 fel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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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Grammy 3 ['græmi] n.格莱美奖（美国镀金唱片奖）

45 honoree 3 [,ɔnə'ri:] n.主宾；领奖人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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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Le 3 abbr.务实贸易（LaborExchange）；低爆速炸药（LowExplosive）；职业介绍所（LabourExchange） n.(Le)人名；(柬)莱；
(缅)礼；(老)勒；(俄)列

48 performing 3 [pə'fɔ:miŋ] adj.表演的；履行的 v.表演（perform的ing形式）；履行

49 singers 3 歌手

50 someone 3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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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stag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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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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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thi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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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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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57 won 3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8 wor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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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9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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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along 2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61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62 arts 2 [a:ts] n.文科

63 award 2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64 awards 2 英 [ə'wɔː d] 美 [ə'wɔː 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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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67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68 biden 2 n. 拜登(姓氏)

69 brandi 2 n. 布兰迪

70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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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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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arlile 2 n. 卡莱尔

74 celebrated 2 ['selibreitid] adj.著名的；有名望的 v.庆祝（celeb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75 conductor 2 [kən'dʌktə] n.导体；售票员；领导者；管理人

76 edge 2 [edʒ] n.边缘；优势；刀刃；锋利 vt.使锐利；将…开刃；给…加上边 vi.缓缓移动；侧着移动 n.(Edge)人名；(英)埃奇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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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father 2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
79 fraternity 2 [frə'tə:niti] n.友爱；兄弟会；互助会；大学生联谊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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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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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George 2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82 gladys 2 ['glædis] n.格拉迪斯（女子名）

83 gratitude 2 n.感谢（的心情）；感激

84 hal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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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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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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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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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him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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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9 honors 2 ['ɒnəz] n. 礼遇；优异成绩 名词honor的复数形式.

90 including 2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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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93 Members 2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94 moran 2 n.莫兰（人名）

95 music 2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96 musicians 2 [mju:'zɪʃənz] n. 音乐家（musician的复数）；乐师

97 note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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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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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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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personally 2 ['pə:sənəli] adv.亲自地；当面；个别地；就自己而言

101 pips 2 abbr. 脉冲积分摆(=Pulse Integrating Pendulums)

102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03 reporters 2 媒体记者

104 rock 2 [rɔk] n.岩石；摇滚乐；暗礁 vt.摇动；使摇晃 vi.摇动；摇晃 n.(Ro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意、瑞典)罗克

105 songs 2 ['sɒŋz] n.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.

106 television 2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
107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108 toge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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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110 tribute 2 n.礼物；[税收]贡物；颂词；（尤指对死者的）致敬，悼念，吊唁礼物

111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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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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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winans 2 n. 怀南斯

115 works 2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116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117 abilities 1 [ə'bɪləti] n. 能力；才能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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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actors 1 ['æktəz] n.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.

120 Adam 1 ['ædəm] n.亚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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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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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ahead 1 adj.向前；在前的；领先 adv.向前地；领先地；在（某人或某事物的）前面；预先；在将来，为未来

124 alicia 1 [ə'liʃiə] n.艾丽西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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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26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27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28 amy 1 ['eimi] n.艾米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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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art 1 n.（包括雕塑、绘画、音乐等的）艺术，美术；美术（作）品；艺品（作）品；（表演）艺术；技术，技巧； adj.艺术
的；艺术品的；具有艺术性的 v.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，过时用法

131 artist 1 ['ɑ:tist] n.艺术家；美术家（尤指画家）；大师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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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3 attended 1 [ə'tendɪd]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34 band 1 n.带，环；[物]波段；(演奏流行音乐的)乐队 vi.用带绑扎；给...镶边 n.n.乐队；队；一群

135 baron 1 ['bærən] n.男爵；大亨；巨头 n.(Baron)人名；(英、汤)巴伦；(匈)鲍龙；(法、俄、德、意、捷、荷、罗、以、瑞典、印
尼)巴龙

136 Bebe 1 n. 比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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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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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bono 1 n. 博诺

141 borat 1 博拉特

142 born 1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143 broadcast 1 ['brɔ:dkɑ:st, -kæst] vt.播送，播放；（无线电或电视）广播；播撒（种子） vi.广播，播送；播放 n.广播；播音；广播
节目 adj.广播的

144 Brooks 1 [bruks] n.布鲁克斯（姓氏）

145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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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cabinet 1 ['kæbinit] n.内阁；橱柜；展览艺术品的小陈列室 adj.内阁的；私下的，秘密的

148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149 cbs 1 [ˌsiː biː 'es] abbr. (美)哥伦比亚广播公司(=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) abbr. 中央统计局(=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)

150 Cece 1 n. 采采(在匈牙利；东经 18º39' 北纬 46º46')

151 celebrating 1 ['selɪbreɪt] v. 庆祝；庆贺；颂扬

152 cellist 1 ['tʃelist] n.大提琴演奏家

153 ceremony 1 ['seriməuni] n.典礼，仪式；礼节，礼仪；客套，虚礼

154 charac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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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chosen 1 ['tʃəuzən] vt.选择（choos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挑选出来的，精选的

156 clayton 1 ['kleitn] n.克莱顿（姓氏，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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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Cohen 1 ['kəuən] 科恩（姓氏）

159 comedy 1 [英['kɒmɪdɪ] 美['kɑmədi]] n.喜剧；喜剧性；有趣的事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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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congress 1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
162 connection 1 n.连接；关系；人脉；连接件

163 connects 1 [kə'nekt] v. 连接；接通；联系

164 contribution 1 [,kəntri'bju:ʃən] n.贡献；捐献；投稿

165 contributions 1 [kɒntrɪb'ju ʃːnz] 贡献

166 cool 1 [ku:l] adj.凉爽的；冷静的；出色的 vt.使…冷却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变凉；平息 n.凉爽；凉爽的空气 adv.冷静地 n.(Cool)人
名；(法)科尔；(英)库尔

167 country 1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
乐的

168 crow 1 [krəu] vi.啼叫；报晓 n.[鸟]乌鸦；鸡鸣；撬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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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crowd 1 [[kraud] n.群众,一伙;一堆,许多,大众 v.拥挤,挤满,挤进 vt.挤满,将...塞进;催促,催逼 vi.挤,拥挤,聚集

170 Cuban 1 ['kju:bən] n.古巴人 adj.古巴的；古巴人的

171 Damon 1 n.达蒙（罗马神话中的西西里人，与Pythias为生死之交）；戴蒙（男子名）

172 debt 1 [det] n.债务；借款；罪过

173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174 deeper 1 ['diː pə] adj. 更深 形容词deep的比较级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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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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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178 Eddie 1 ['edɪ] n. 埃迪(男子名；Edward 的昵称)

179 elevation 1 [,eli'veiʃən] n.高地；海拔；提高；崇高；正面图

180 Elliott 1 n.艾略特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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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entered 1 ['entə(r)d] adj. 进入的 动词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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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evening 1 ['i:vniŋ] n.晚上；傍晚；（联欢性的）晚会；后期 adj.在晚上的；为晚上的；晚上用的 int.晚上好（等于goodevening）

185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186 exciting 1 [ik'saitiŋ] adj.令人兴奋的；使人激动的 v.激动；刺激（excite的ing形式）；唤起

187 explained 1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
188 faith 1 [feiθ] n.信仰；信念；信任；忠实 n.(Faith)人名；(匈)福伊特；(英)费思，费丝(女名)；(瑞典)法伊特

189 fame 1 [feim] n.名声，名望；传闻，传说 vt.使闻名，使有名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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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192 filmmaker 1 n.电影制作人；电影摄制者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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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95 friendship 1 ['frendʃip] n.友谊；友爱；友善 n.(Friendship)人名；(英)弗兰德希普

196 front 1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
197 garth 1 [gɑ:θ] n.庭院；中庭；为捕鱼而筑的坝或堰 n.(Garth)人名；(德)加特；(英)加思

198 gathering 1 ['gæðəriŋ] n.聚集；集会；收款 v.聚集（gather的ing形式）

199 Georgia 1 ['dʒɔ:dʒjə] n.乔治亚州；格鲁吉亚（前苏联加盟共和国）；乔治娅（女子名）

200 grapevine 1 ['greipvain] n.葡萄树；葡萄藤；小道消息；秘密情报网

201 grateful 1 ['greitful] adj.感谢的；令人愉快的，宜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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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guitarist 1 [gi'tɑ:rist] n.吉他弹奏者

204 Harris 1 ['hæris] n.哈里斯（英国苏格兰一地区）；哈里斯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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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207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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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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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211 hits 1 [hɪts] n. [计]采样数 名词hi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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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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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hozier 1 n. 霍齐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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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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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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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9 inclusion 1 [in'klu:ʒən] n.包含；内含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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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influence 1 ['influəns] n.影响；势力；感化；有影响的人或事 vt.影响；改变

222 influenc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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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3 inspire 1 [in'spaiə] vt.激发；鼓舞；启示；产生；使生灵感

224 inspired 1 [in'spaiəd] adj.有灵感的；官方授意的 v.激发（inspire的过去分词）；鼓舞

225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226 instruments 1 ['ɪnstrəmənt] n. 仪器；乐器；工具；器械 v. 用器械（或仪器）装备；向…提交文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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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jam 1 [dʒæm] n.果酱；拥挤；困境；扣篮 vt.使堵塞；挤进，使塞满；混杂；压碎 vi.堵塞；轧住 n.(Jam)人名；(伊朗、巴基)贾姆

229 Jason 1 ['dʒeisən] n.詹森（男子名）

230 jimmy 1 ['dʒimi] vt.撬开 n.撬棍；铁撬

231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232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
233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34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235 julia 1 ['dʒu:ljə] n.朱莉娅（女子名）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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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kamala 1 [kə'mɑ:lə, 'kʌmələ] n.粗糠柴；卡马拉；吕宋楸荚粉 n.(Kamala)人名；(印、毛里塔)卡玛拉(女名)，卡马拉

238 Kentucky 1 [ken'tʌki; kən-] n.肯塔基州

239 labelle 1 n. 拉贝尔

240 lads 1 abbr. 低空探测系统 (=Low-Altitude Detection System)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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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larry 1 ['læri] n.拌浆锄；小车，[矿业]斗底车

243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244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245 leads 1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
246 Leon 1 ['li:ɔn] n.利昂（男子名，等于Leo）

247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248 li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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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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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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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matt 1 [mæt] adj.无光泽的；不光滑的 n.无光表面；衬边 vt.使…无光；把…熔炼为锍（等于matte）

252 midnight 1 ['midnait] n.午夜，半夜12点钟 adj.半夜的；漆黑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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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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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movie 1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256 mullen 1 ['mʌlən] n.毛蕊花属的植物（等于mullein） n.(Mullen)人名；(英)马伦

257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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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network 1 ['netwə:k] n.网络；广播网；网状物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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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nick 1 [nik] vt.刻痕于；挑毛病；用刻痕记 n.刻痕；缺口 vi.刻痕；狙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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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none 1 [nʌn] pron.没有人；一个也没有；没有任何东西 adj.没有的，一点没有的 adv.决不，一点也不 n.(None)人名；(葡、罗)诺
内；(日)野根(姓)

263 oh 1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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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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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orchestra 1 ['ɔ:kistrə, -kes-] n.管弦乐队；乐队演奏处

267 orchestral 1 [ɔ:'kestrəl] adj.管弦乐的；管弦乐队的

268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69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70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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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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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Patti 1 帕蒂（人名） 帕蒂（印度城市） 帕蒂(意大利城市) 精密和精确的时间与时间间隔
（precisionandaccuratetimeandtimeinterval）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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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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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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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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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pieces 1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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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82 praised 1 [preɪz] vt. 赞美；称赞 n. 赞美；称赞；崇拜 vi. 赞美

283 pre 1 abbr.炼油工程师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）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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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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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287 Pulitzer 1 ['pulitsə; 'pju:-] n.普利策（美国新闻业经营者）

288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289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290 rapper 1 ['ræpə] n.敲门者；叩击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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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293 reception 1 [ri'sepʃən] n.接待；接收；招待会；感受；反应

294 recognized 1 ['rekəɡnaɪzd] adj. 公认的；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95 recorded 1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
296 redford 1 雷德福德（人名） 雷德福德（地名）

297 remembered 1 英 [rɪ'membə(r)] 美 [rɪ'membər] v. 记得；想起；记住，铭记；回忆；提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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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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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301 represent 1 [,repri'zent] vt.代表；表现；描绘；回忆；再赠送 vi.代表；提出异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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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represented 1 [ˌreprɪ'zent] vt. 表现；表示；描绘；代表；象征；说明；阐明 vi. 提出异议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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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305 Robert 1 ['rɔbət] n.罗伯特（男子名）

306 Roberts 1 ['rɔbəts] n.罗伯茨（姓氏）

307 roll 1 [rəul] vt.卷；滚动，转动；辗 vi.卷；滚动；转动；起伏，摇晃 n.卷，卷形物；名单；摇晃 n.(Ro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
俄、罗、葡、捷、挪、西、瑞典)罗尔

308 sacha 1 n. 萨夏

309 sang 1 [sæŋ] v.唱，唱歌（sing的过去式） n.(Sang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生；(瑞典、老、柬、泰)桑；(中)生(广东话·威妥玛)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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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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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2 selected 1 [si'lektid] adj.挑选出来的

313 selection 1 [si'lekʃən] n.选择，挑选；选集；精选品

314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315 sheryl 1 ['ʃerəl] n.谢乐尔（男子名，等于Shirley）

316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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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319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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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spirit 1 ['spirit] n.精神；心灵；情绪；志气；烈酒 vt.鼓励；鼓舞；诱拐

322 spiritual 1 ['spiritjuəl, -tʃuəl] n.圣歌（尤指美国南部黑人的） adj.精神的，心灵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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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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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sterling 1 ['stə:liŋ] adj.纯正的；英币的；纯银制的 n.英国货币；标准纯银 n.(Sterling)人名；(德)施特林；(英、西、瑞典)斯特林

326 Stewart 1 ['stju:ət; 'stju-] n.[宝]斯图尔特（男子名）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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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stride 1 [straid] n.大步；步幅；进展 vt.跨过；大踏步走过；跨坐在… vi.跨；跨过；大步行走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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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331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32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
333 tania 1 ['tænɪə] n. [植]芋类

334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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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37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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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340 train 1 [trein] n.火车；行列；长队；裙裾 v.培养；训练；瞄准 n.(Train)人名；(英)特雷恩；(法)特兰；(意)特拉因

341 Ukrainian 1 [ju:'kreiniən; -'krai-] adj.乌克兰的；乌克兰人的 n.乌克兰人；乌克兰语

342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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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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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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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Vedder 1 n. 维德

346 version 1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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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 vice 1 [vais] n.恶习；缺点；[机]老虎钳；卖淫 prep.代替 vt.钳住 adj.副的；代替的 n.(Vice)人名；(塞)维采

348 video 1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349 village 1 ['vilidʒ] n.村庄；村民；（动物的）群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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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
352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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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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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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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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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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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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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361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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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winner 1 ['winə] n.胜利者 n.(Winn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纳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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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5 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66 writes 1 [raɪt] v. 写；书写；填写；作曲

367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68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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