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2-07 [Arts and Culture] Top Films Include Record Numbers
of Women, Minorities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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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ademy 2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
3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4 acting 1 ['æktiŋ] adj.代理的；装腔作势的 n.演技；演戏；假装

5 actor 1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
6 actors 2 ['æktəz] n.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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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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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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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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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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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3 amazon 1 ['æməzɔn] 亚马逊；古希腊女战士

14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5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6 an 8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7 and 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8 annenberg 1 n. 安嫩伯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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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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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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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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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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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 audience 1 [ˈɔː diəns] n.观众；听众；读者；接见；正式会见；拜会

25 audiences 1 ['ɔː diənsɪz] 受众

26 award 1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27 awards 4 英 [ə'wɔːd] 美 [ə'wɔː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28 banner 2 n.横幅图片的广告模式 n.旗帜，横幅,标语 n.人名(英、德、罗)班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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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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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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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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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ritish 1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35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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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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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alifornia 3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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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39 camera 1 ['kæmərə] n.照相机；摄影机 n.(Camera)人名；(英、意、西)卡梅拉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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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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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除；
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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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o 2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45 color 2 ['kʌlə] n.颜色；肤色；颜料；脸色 vt.粉饰；给...涂颜色；歪曲 vi.变色；获得颜色

46 combined 1 [kəm'baind] adj.结合的；[数]组合的 v.使结合；联合（combine的过去分词）

47 comes 2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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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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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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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53 concert 1 [kən'sə:t, 'kɔnsə:t] n.音乐会；一致；和谐 vt.使协调；协同安排 vi.协调；协力 adj.音乐会用的；在音乐会上演出的

54 connecting 1 [kə'nektiŋ] n.连接；管接头，套管 adj.[计]连接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ing形式）

55 continuously 1 [kən'tɪnjuəsli] adv. 不断地；连续地

56 coyle 1 n. 科伊尔

57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58 Cynthia 1 ['sinθiə] n.月亮；月亮女神

59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60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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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63 directors 1 [dɪ'rektəz] 董事

64 diverse 2 [dai'və:s, di-] adj.不同的；多种多样的；变化多的

65 diversity 1 [dai'və:səti] n.多样性；差异

66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67 donna 1 ['dɔnə, 'dɔ:nnɑ:] n.堂娜（女子名）；（意）女士（置于女士名字前的尊称，相当于Madam）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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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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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71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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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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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
75 ethnicity 1 [eθ'nisəti] n.种族划分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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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78 examined 1 [ɪg'zæmɪnd] adj. 检查过的；诊察过的；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79 facebook 1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80 female 7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

81 film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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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filmmaker 1 n.电影制作人；电影摄制者

83 films 9 [fɪlm] n. 电影；薄膜；胶卷 vt. 把 ... 拍成电影；给 ... 覆上一薄层；拍照片 vi. 变朦胧；拍摄电影

84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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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found 3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87 four 2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88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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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gains 2 ['ɡeɪnz] n. 收益 名词gain的复数形式.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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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Geor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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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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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96 ha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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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7 harriet 1 ['hæriit] n.哈里特（女子名）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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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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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0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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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Hollywood 3 ['hɔliwud] n.好莱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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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i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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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5 include 2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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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inclusion 3 [in'klu:ʒən] n.包含；内含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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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increa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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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increasingly 1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
111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12 initiative 2 n.主动权；首创精神；新方案；倡议 adj.主动的；自发的；起始的

113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114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5 i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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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jake 1 [dʒeik] adj.上等的，满意的 n.家伙，乡下佬 n.(Jake)人名；(英)杰克(男子教名Jacob的昵称)

117 Korean 1 [kə'riən] adj.韩国人的；韩国语的；朝鲜人的；朝鲜语的 n.韩国人；韩国语；朝鲜人；朝鲜语

118 langley 1 ['læŋli] n.兰勒（复数langleys，物理学专有名词）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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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lead 3 [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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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leads 6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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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23 led 2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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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little 2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126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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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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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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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measure 1 ['meʒə] n.测量；措施；程度；尺寸 vt.测量；估量；权衡 vi.测量；估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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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minorities 2 英 [maɪ'nɒrəti] 美 [maɪ'nɔːrəti] n. 少数；少数民族；未成年

134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35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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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mo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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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movie 3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138 movies 3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
139 much 1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140 musto 2 n. 马斯托

141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42 neither 1 ['naiðə, 'ni:-] conj.也不；既不 adv.两个都不；既不……也不 adj.两者都不的 pron.两者都不

143 netflix 1 ['netfliː ks] n. 出租DVD；在线观看电影的网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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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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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nominated 3 ['nɒmɪneɪtɪd] adj. 被提名的；被任命的 动词nom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7 nomination 1 [,nɔmi'neiʃən] n.任命，提名；提名权

148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149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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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Numbers 3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152 of 2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53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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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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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onl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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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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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58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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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161 parasite 1 ['pærəsait] n.寄生虫；食客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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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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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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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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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pete 2 [pi:t] n.保险箱，银箱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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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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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popularity 1 [,pɔpju'lærəti] n.普及，流行；名气；受大众欢迎

171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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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production 2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174 progress 1 ['prəugres, 'prɔ-, prəu'gres] n.进步，发展；前进 vi.前进，进步；进行 n.(Progress)人名；(赞)普罗格雷斯

175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176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177 racial 2 ['reiʃəl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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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180 record 1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181 releas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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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releases 2 [rɪ'liː s] n. 释放；让渡；发行 vt. 释放；让与；准予发表；发射

183 report 2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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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represent 1 [,repri'zent] vt.代表；表现；描绘；回忆；再赠送 vi.代表；提出异议

186 represents 1 [ˌreprɪ'zent] vt. 表现；表示；描绘；代表；象征；说明；阐明 vi. 提出异议

187 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188 researchers 4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189 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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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sales 1 [seilz] adj.销售的，售货的；有关销售的 n.销售（sale的复数）；销售额 n.(Sales)人名；(意、西、葡)萨莱斯；(法)萨勒；
(英)塞尔斯

191 same 1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192 season 2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193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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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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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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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97 sho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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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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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01 smith 1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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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03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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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southern 2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205 stacy 1 ['steisi] n.史黛西（女子名）；斯特西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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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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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steps 1 n.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（=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）；台阶，步骤（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）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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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stories 1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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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streaming 2 ['stri:miŋ] n.流；（英）按能力分组 v.流动（stream的ing形式）

213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214 studios 1 英 ['stjuːdiəʊ] 美 ['stuːdioʊ] n. 画室；工作室；播音室；制片厂；摄影场

215 study 2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216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17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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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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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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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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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the 3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23 theaters 3 n. 影剧院，剧院（theater复数）

224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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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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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27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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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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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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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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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to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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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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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to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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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underrepresented 2 ['ʌndə,repri'zentid] adj.代表名额不足的；未被充分代表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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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universal 2 [,ju:ni'və:səl] adj.普遍的；通用的；宇宙的；全世界的；全体的 n.一般概念；普通性

239 university 3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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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us 1 pron.我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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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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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45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46 weekend 1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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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which 4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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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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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252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53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254 women 2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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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6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257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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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