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2-07 [Arts and Culture] The Tradition of Santa Claus Returns
After COVID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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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and 1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4 santa 16 ['sæntə] n.圣诞老人（等于SantaClaus）

5 for 1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6 of 1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7 santas 12 山他司牌手表

8 ar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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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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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 performers 9 n. 表演者；执行者（performer的复数形式）

11 Allen 8 ['ælən] n.艾伦（男子名）

12 said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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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ey 8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4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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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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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thi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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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w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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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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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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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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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3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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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5 person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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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27 year 5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8 you 5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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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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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during 4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32 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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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35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36 season 4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37 som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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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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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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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wor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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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0 your 4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41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42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3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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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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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hristmas 3 n.圣诞节；圣诞节期间

46 Claus 3 [klaus] n.克劳斯（男子名）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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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ovid 3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49 Elliott 3 n.艾略特（姓氏）

50 fac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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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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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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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54 perform 3 [pə'fɔ:m] vt.执行；完成；演奏 vi.执行，机器运转；表演

55 professional 3 [prə'feʃənəl] adj.专业的；职业的；职业性的 n.专业人员；职业运动员

56 re 3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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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9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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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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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appear 2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62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3 ba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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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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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blac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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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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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cherry 2 ['tʃeri] n.樱桃；樱桃树；如樱桃的鲜红色；处女膜，处女 n.(Cherry)人名；(法、阿拉伯)谢里；(英)彻丽(女子教名Charity
的昵称)

68 children 2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69 cover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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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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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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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eric 2 埃里克（人名）

73 events 2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74 excited 2 [ik'saitid] adj.兴奋的；激动的；活跃的 v.激动；唤起（excite的过去分词）

75 few 2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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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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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gifts 2 [ɡɪft] n. 礼物；赠品 n. 天赋；才能 vt. 赋予；赠送

79 Gregory 2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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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 happiness 2 ['hæpinis] n.幸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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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hill 2 [hil] n.小山；丘陵；斜坡；山冈 n.(Hill)人名；(法、西)伊尔；(德、英、匈、捷、罗、芬、瑞典)希尔

83 holiday 2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
84 hotels 2 霍特尔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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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lap 2 [læp] n.一圈；膝盖；下摆；山坳 vt.使重叠；拍打；包围 vi.重叠；轻拍；围住 n.(Lap)人名；(越)立

87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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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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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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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mai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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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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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93 percent 2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
94 pl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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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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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provides 2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97 reported 2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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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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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0 slightly 2 ['slaitli] adv.些微地，轻微地；纤细地

101 stachel 2 n. 施塔赫尔

102 store 2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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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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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tradition 2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
106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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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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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wear 2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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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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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York 2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113 abilities 1 [ə'bɪləti] n. 能力；才能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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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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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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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affection 1 [ə'fekʃən] n.喜爱，感情；影响；感染

119 agencies 1 ['eɪdʒənsi] n. 代理；代理处；政府机构

120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21 agreeing 1 [ə'ɡriː ] v. 同意；赞成；承认；符合；一致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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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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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3 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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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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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amusement 1 [ə'mju:zmənt] n.消遣，娱乐；乐趣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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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128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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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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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132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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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beautiful 1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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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37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138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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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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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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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booking 1 ['bukiŋ] n.预订；预约；演出契约

143 bookings 1 ['bʊkɪŋz] n. 登记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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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breaking 1 ['breikiŋ] n.破坏；阻断 v.破坏（break的ing形式）

146 brings 1 [brɪŋz] v. 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劝诱（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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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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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150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151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152 charging 1 英 [tʃɑːdʒɪŋ] 美 ['tʃɑːdʒɪŋ] n. 充电；装料；炉料 动词charg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53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
154 chris 1 [kris] n.克里斯（男子名）；克莉丝（女子名）

155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56 clauses 1 [k'lɔː zɪz] n. 子句 名词clause的复数形式.

157 client 1 ['klaiənt] n.[经]客户；顾客；委托人

158 clients 1 [klaɪnts] n. 委托方；客人 名词clie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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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com 1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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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163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
164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165 considering 1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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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corners 1 英 ['kɔː nə(r)] 美 ['kɔː rnər] n. 角落；转角；困境 v. 将 ... 逼入困境；转弯；垄断 adj. 位于角落的

168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169 coverings 1 ['kʌvərɪŋz] n. 覆盖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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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damages 1 ['dæmɪdʒɪz] n. 损害赔偿；赔偿费 名词damage的复数形式.

171 database 1 ['deitəbeis] n.数据库，资料库

172 deaf 1 [def] adj.聋的

173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174 demand 1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
175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176 disabilities 1 [ˌdɪsə'bɪləti] n. 无力；无能；残疾；不利条件

177 disability 1 [,disə'biləti] n.残疾；无能；无资格；不利条件

178 disaster 1 [,di'zɑ:stə] n.灾难，灾祸；不幸

179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
180 distances 1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
181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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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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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eager 1 ['i:gə] adj.渴望的；热切的；热心的 n.(Eager)人名；(英)伊格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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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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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enthusiastic 1 [in,θju:zi'æstik] adj.热情的；热心的；狂热的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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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190 explain 1 [ik'splein] v.说明；解释

191 expression 1 [英 [ɪk'spreʃn] 美 [ɪkˈsprɛʃən] n.表现，表示，表达；表情，脸色，态度，腔调，声调；式，符号；词句，语句，措
辞，说法

192 faces 1 ['feɪsɪz] n.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.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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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fixed 1 adj.确定的；固执的；<美口>处境...的；准备好的 v.修理（过去式）

195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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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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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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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hips 1 abbr. 耐冲击性聚苯乙烯(=High Impact Polystyrene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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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holidays 1 ['hɔlədiz] adv.每逢假日，在假日 v.度假（holiday的单三形式） n.假日（holiday的复数形式）

203 ho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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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205 illness 1 ['ilnis] n.病；疾病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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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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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inclusive 1 [in'klu:siv] adj.包括的，包含的

209 incomes 1 ['ɪŋkʌmz] 劳动收入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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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infection 1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
212 inflation 1 [in'fleiʃən] n.膨胀；通货膨胀；夸张；自命不凡

213 injury 1 ['indʒəri] n.伤害，损害；受伤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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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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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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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
217 kids 1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
218 knees 1 [niː ] n. 膝盖；膝关节

219 knows 1 英 [nəʊ] 美 [noʊ] v. 了解；知道；认识 n. 知情

220 language 1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221 laps 1 ['læps] n. 重叠；膝部 名词lap的复数形式.

222 leanne 1 n. 利安娜

223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
224 limits 1 ['lɪmɪts] n.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.

225 locations 1 英 [ləʊ'keʃəns] 美 [loʊ'keʃəns] n. 地点；位置；定位 名词location的复数形式.

226 lone 1 [ləun] adj.单身的；独自的；寂寞的；人迹稀少的 n.(Lone)人名；(西、肯)洛内；(丹)隆娜；(缅)伦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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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8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229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230 macy 1 n.梅西（人名）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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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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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marriott 1 n.马里奥特（美国第二大宴会承包商）

234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235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236 mental 1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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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mitch 1 [mitʃ] vi.逃学 n.(Mitch)人名；(英)米奇

239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240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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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mouth 1 [mauθ] n.口，嘴；河口 vt.做作地说，装腔作势地说；喃喃地说出 vi.装腔作势说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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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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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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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nonprofit 1 adj.非盈利的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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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249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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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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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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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p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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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paying 1 ['pei'ŋ] adj.支付的；赢利的；合算的 n.支付；填缝；放送绳链 v.支付；报答（pay的ing形式）

255 pays 1 n.（法）国家；[劳经]报酬（pay的复数） v.支付（pay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ays)人名；(法)佩伊

256 performer 1 n.演出者；执行者；演奏者

257 performing 1 [pə'fɔ:miŋ] adj.表演的；履行的 v.表演（perform的ing形式）；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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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physical 1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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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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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1 pleasure 1 ['pleʒə, 'plei-] n.快乐；希望；娱乐；令人高兴的事 vt.使高兴；使满意 vi.高兴；寻欢作乐

262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63 preparing 1 [prɪ'peərɪŋ] adj. 准备的；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.

264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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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profession 1 [prəu'feʃən] n.职业，专业；声明，宣布，表白

267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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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requests 1 [rɪ'kwest] n. 请求；要求 vt. 请求；要求

270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271 retired 1 [ri'taiəd] adj.退休的；退役的；幽闭的 v.退休（retire的过去分词）

272 retirement 1 [ri'taiəmənt] n.退休，退役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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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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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returns 1 [rɪ'tɜːnz] n. 报告；统计表；研究成果 名词return的复数形式.

276 seated 1 ['si:tid] adj.就座的；固定的；根深蒂固的 v.使坐下；为…提供座位（seat的过去分词）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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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8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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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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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shopping 1 ['ʃɔpiŋ] n.购物，买东西 v.购物（shop的ing形式）

282 sh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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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284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285 sit 1 [sit] vi.坐；位于 vt.使就座 n.(Si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硕；(罗)西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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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sitting 1 ['sitiŋ] n.入席，就坐；开庭；孵卵；坐着的一段时间 adj.坐着的；孵卵中的；在任期中的 v.坐；坐落（sit的ing形式） n.
(Sitting)人名；(英)西廷

288 smile 1 [smail] vi.微笑 n.微笑；笑容；喜色 vt.微笑着表示 n.(Smile)人名；(塞)斯米莱

289 smiles 1 [s'maɪlz] v. 微笑（动词smi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笑容（名词smile的复数形式）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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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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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Spanish 1 ['spæniʃ] adj.西班牙的；西班牙人的；西班牙语的 n.西班牙语；西班牙人

293 speaking 1 ['spi:kiŋ] adj.演讲的；富于表情的，雄辩的 n.说话；演讲 v.讲（speak的ing形式）

294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295 spent 1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
296 spokesperson 1 ['spəuks,pə:s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297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298 star 1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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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States 1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301 station 1 n.车站；驻地；地位；身份 vt.配置；安置；驻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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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stayed 1 [steɪ] v. 停留；逗留；保持 n. 停留；逗留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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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stores 1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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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07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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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310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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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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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313 thousand 1 ['θauzənd] n.一千；一千个；许许多多 adj.成千的；无数的

314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315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16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317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318 turn 1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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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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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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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visits 1 ['vɪzɪt] v. 拜访；参观；闲谈 n. 拜访；参观；聊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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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volunteers 1 英 [ˌvɒlən'tɪə(r)] 美 [ˌvɑ lːən'tɪr] n. 志愿者；(自行生长的)植物 v. (自愿)做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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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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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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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wife 1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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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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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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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35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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