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2-10 [Arts and Culture] Unusual Atlantic City Museum to
Clos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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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nd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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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useum 13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5 or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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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i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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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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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 city 7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0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 a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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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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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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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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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tlantic 5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
16 building 5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17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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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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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objects 4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
20 plac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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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popular 4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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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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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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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 boardwalk 3 ['bɔ:dwɔ:k] n.木板路

26 connelly 3 n. 康奈利

27 entertainment 3 [,entə'teinmənt] n.娱乐；消遣；款待

28 famous 3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29 gambling 3 ['gæmbliŋ] n.赌博；投机 v.赌博；打赌（gamble的ing形式） n.(Gambling)人名；(英)甘布林

30 interest 3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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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ov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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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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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such 3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35 unusual 3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36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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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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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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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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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asinos 2 英 [kə'siː nəʊ] 美 [kə'siː noʊ] n. 娱乐场；赌场；一种牌戏

41 clo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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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losing 2 ['kləuziŋ] adj.收盘的；结束的；结尾的 n.结尾辞 v.关闭（close的ing形式）

43 collection 2 [kə'lekʃən] n.采集，聚集；[税收]征收；收藏品；募捐

44 enthusiasm 2 [in'θju:ziæzəm, in'θu:-] n.热心，热忱，热情

45 future 2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46 games 2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47 jersey 2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
48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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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money 2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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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53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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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pleasur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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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practice 2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57 public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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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re 2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59 Ripley 2 n.里普利（男子名）；天才雷普利（歌曲名）

60 roulette 2 [ru:'let] n.轮盘赌；刻骑缝孔的点线机；（邮票的）骑缝孔；旋轮线 vt.给…滚压骑线孔

61 Russell 2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62 shown 2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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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stro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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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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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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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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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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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72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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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York 2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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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active 1 ['æktiv] adj.积极的；活跃的；主动的；有效的；现役的 n.主动语态；积极分子

77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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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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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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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agreement 1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82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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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84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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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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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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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8 avenue 1 n.大街；林荫大道；[比喻](达到某物的)途径，手段，方法，渠道

89 beans 1 ['biː nz] n. 豆；豆形果实 名词bea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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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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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94 bet 1 [bet] n.打赌，赌注；被打赌的事物 vt.打赌；敢断定，确信 vi.打赌 n.(Bet)人名；(意、以、瑞典、英)贝特

95 betting 1 ['betiŋ] n.打赌；赌博 v.打赌（bet的ing形式）；断言

96 blackjack 1 ['blækdʒæk] n.闪锌矿；扑克牌的二十一点；包革金属棍棒 vt.以棒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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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car 1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99 casino 1 [kə'si:nəu] n.俱乐部，赌场；娱乐场 n.(Casino)人名；(西、法)卡西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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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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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coast 1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
104 collected 1 [kə'lektid] adj.镇定的；收集成的 v.收集；聚集（collect的过去式）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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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contributed 1 [kən'trɪbju tː] vt. 捐助；投稿 vi. 投稿；贡献；是原因之一

107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108 curiosity 1 [,kjuri'ɔsiti] n.好奇，好奇心；珍品，古董，古玩

109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110 describes 1 [dɪ'skraɪb] vt. 描述；说成；形容；画(尤指几何图形)

111 design 1 [di'zain] vt.设计；计划；构思 n.设计；图案 vi.设计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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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3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14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115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116 elements 1 ['elɪmənts] n. 要素，元素；基本原则；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

117 end 1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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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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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excitement 1 [ik'saitmənt] n.兴奋；刺激；令人兴奋的事物

121 exhibit 1 [ig'zibit] vt.展览；显示；提出（证据等） n.展览品；证据；展示会 vi.展出；开展览会

122 exhibition 1 [,eksi'biʃən] n.展览，显示；展览会；展览品

123 exhibits 1 [ɪɡ'zɪbɪt] v. 展览；陈列；展示；表现 n. 展品；展览

124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25 fans 1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
126 feel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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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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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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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galleries 1 ['ɡælərɪz] n. 美术馆；作品展 名词gallery的复数形式.

131 gallery 1 ['gæləri] n.画廊；走廊；旁听席；地道 vt.在…修建走廊；在…挖地道 vi.挖地道 n.(Gallery)人名；(英)加勒里

132 game 1 [geim] n.游戏；比赛 adj.勇敢的 vi.赌博 n.(Game)人名；(英)盖姆；(法)加姆；(西)加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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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globe 1 [gləub] n.地球；地球仪；球体 vt.使…成球形 vi.成球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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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37 guests 1 [ɡest] n. 客人；宾客；特别来宾；[动植物]寄生生物 v. 做特邀嘉宾；做特约演员；客串；招待；做客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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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heads 1 [hedz] adj.正面朝上的 n.(Heads)人名；(英)黑兹

140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141 historical 1 [his'tɔrikəl] adj.历史的；史学的；基于史实的

142 h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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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144 hotels 1 霍特尔斯

145 humans 1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146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47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48 interesting 1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
149 involve 1 [in'vɔlv] vt.包含；牵涉；使陷于；潜心于

150 involves 1 英 [ɪn'vɒlv] 美 [ɪn'vɑ lːv] vt. 包含；使忙于；牵涉；使卷入；使陷入

151 jelly 1 ['dʒeli] n.果冻；胶状物 vi.成胶状 vt.使结冻 n.(Jelly)人名；(英)杰利；(俄)叶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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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knives 1 [naivz] n.刀子（knife的复数） v.用小刀切；刀切似的穿过（knife的三单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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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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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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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manager 1 ['mænidʒə] n.经理；管理人员

159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60 memories 1 ['memərɪz] n. 记忆 名词memory的复数形式.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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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mindedness 1 n.情感型智弱，刚性

163 museums 1 [m'juːziəmz] n. 博物馆，展览馆（名词museum的复数形式）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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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object 1 ['ɔbdʒikt, -dʒekt, əb'dʒekt] n.目标；物体；客体；宾语 vt.提出…作为反对的理由 vi.反对；拒绝

166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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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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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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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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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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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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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paintings 1 ['peɪntɪŋz] n. 绘画作品；绘画艺术 名词painting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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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parry 1 ['pæri] n.回避；挡开；闪避的回答 vt.回避；挡开 vi.回避；阻挡 n.(Parry)人名；(英、法)帕里

175 pastimes 1 n. 消遣（pastime的复数形式）

176 performances 1 [pə'fɔː mənsɪz] 性能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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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Philadelphia 1 [,filə'delfjə; -fiə] n.费城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港市）

179 points 1 [英[pɒɪnts] 美[pɔints]] n.点；目的（point的复数）；见解 v.指引；瞄准（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oints)人名；(英)波因
茨

180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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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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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184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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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representations 1 [reprɪzen'teɪʃnz] n. 陈述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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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189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90 scientific 1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
191 scissors 1 ['sizəz] n.剪刀；剪式跳法 v.剪开；删除（scissor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92 sculptures 1 英 ['skʌlptʃə(r)] 美 ['skʌlptʃər] n. 雕塑；雕刻 v. 雕刻；雕塑；刻蚀；当雕刻师

193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194 shore 1 [ʃɔ:] vt.支撑，使稳住；用支柱撑住 n.海滨；支柱 n.(Shore)人名；(英)肖尔

195 shrunken 1 ['ʃrʌŋkən] adj.缩小的，缩拢的 v.收缩，缩短（shrink的过去分词）

196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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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smallest 1 ['smɔː lɪst] adj. 最小的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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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201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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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spider 1 ['spaidə] n.蜘蛛；设圈套者；三脚架

204 state 1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205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206 stores 1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207 strange 1 [streindʒ] adj.奇怪的；陌生的；外行的 adv.奇怪地；陌生地，冷淡地 n.(Strange)人名；(英)斯特兰奇；(瑞典、塞)斯特
朗格

208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209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210 table 1 ['teibl] n.桌子；表格；平地层 vt.制表；搁置；嵌合 adj.桌子的 n.(Table)人名；(罗)塔布莱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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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thankful 1 ['θæŋkful] adj.感谢的；欣慰的

213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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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tourist 1 ['tuərist] n.旅行者，观光客 adj.旅游的 vt.在旅行参观 vi.旅游；观光 adv.坐旅游车厢；坐经济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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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tourists 1 ['tuərɪsts] n. 旅游者，旅行者，观光客（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）

217 travels 1 ['trævəlz] n. 漫游；旅行 名词travel的复数形式.

218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19 unbelievably 1 [,ʌnbi'li:vəbli] adv.难以置信地；不可信地

220 uncertain 1 [,ʌn'sə:tən] adj.无常的；含糊的；靠不住的；迟疑不决的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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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vacation 1 [və'keiʃən] n.假期；（房屋）搬出 vi.休假，度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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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visitors 1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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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walkway 1 ['wɔ:kwei] n.通道，[建]走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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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Wayne 1 ['wein] n.韦恩（男子名）

229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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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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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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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234 wonderful 1 adj.极好的，精彩的，绝妙的；奇妙的；美妙；胜；神妙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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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6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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