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8-22 [Arts and Culture] Hollywood Slow to Restart Movie and
TV Production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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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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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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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of 1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6 said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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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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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production 10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9 h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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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filming 7 ['filmiŋ] n.拍摄；摄影；薄膜形成 v.拍摄（film的ing形式）；以薄膜覆盖

11 film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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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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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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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6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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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some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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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TV 6 ['ti:'vi:] abbr.电视（television）

19 w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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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movie 5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21 other 5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2 projects 5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23 reported 5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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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coronavirus 4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26 restart 4 [,ri:'stɑ:t, 'ri:stɑ:t] vi.[计]重新启动；重新开始 vt.[计]重新启动；重新开始 n.重新开始；返聘

27 series 4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28 t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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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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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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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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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crabtree 3 n. 克拉布特里

33 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34 Ireland 3 ['aiəland] n.爱尔兰

35 ll 3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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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pag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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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producers 3 生产性

39 restarted 3 英 [ˌriː 'stɑːt] 美 [ˌriː 'stɑːrt] v. 重新启动，重新开始 n. 重新开始；返聘

40 rogen 3 n. 罗根湖(在瑞典；东经 12º25' 北纬 62º20')

41 safety 3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42 shows 3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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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television 3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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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7 us 3 pron.我们

48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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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51 activity 2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52 actor 2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
53 actors 2 ['æktəz] n.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.

54 AFTRA 2 abbr. =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levision and Radio Artists 美国电视暨广播演员联合会；n

55 again 2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56 angeles 2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57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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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8 boys 2 n.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.

59 California 2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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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ases 2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62 Caty 2 卡蒂

63 comp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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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ompounds 2 英 ['kɒmpaʊnd] 美 ['kɑːmpaʊnd] n. 化合物；复合词；复合物 n. 院子(用围墙圈起来的场地） adj. 化合的；【语】
（词语等）复合的；【植】复合的；【动】群体的 vt. 混合；调合；使严重；私了；【经】以复利计算 vi. 妥协

65 countries 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66 crew 2 [kru:] n.队，组；全体人员，全体船员 vi.一起工作 vt.使当船员 n.(Crew)人名；(英、西)克鲁

67 etc 2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68 expect 2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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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flipping 2 ['flipiŋ] adj.非常的；糟透的 adv.非常；该死地 v.轻弹；急动；蹦蹦跳跳（flip的ing形式）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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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73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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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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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Hollywood 2 ['hɔliwud] n.好莱坞

76 June 2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77 kissing 2 ['kisiŋ] adj.接吻的



78 let 2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79 light 2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80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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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local 2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82 Los 2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英)洛斯

83 lower 2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84 mannequins 2 n. 模特儿；人体模型（mannequin的复数）

85 maybe 2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86 McCarthy 2 [mə'ka:θi] n.麦卡锡（姓氏）

87 movies 2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
88 normal 2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89 numb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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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91 overseas 2 ['əuvə'si:z] adv.在海外，海外 adj.海外的，国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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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perry 2 ['peri] n.梨酒

94 pictures 2 ['pɪktʃəz] n.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.

95 pl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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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producing 2 [prə'djuːsɪŋ] n.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97 requests 2 [rɪ'kwest] n. 请求；要求 vt. 请求；要求

98 retur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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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sag 2 [sæg] n.松弛；下跌；漂流；萧条 vi.下垂；下降；萎靡 vt.使下垂

100 shoot 2 [ʃu:t] vt.射击，射中；拍摄；发芽；使爆炸；给…注射 vi.射击；发芽；拍电影 n.射击；摄影；狩猎；急流

101 shutdown 2 ['ʃʌtdaun] n.关机；停工；关门；停播

102 slow 2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103 stations 2 ['steɪʃn] n. 站；火车站；电视台；社会地位；牧羊场；驻地；岗位 v. 驻扎；安置

104 studio 2 ['stju:diəu, 'stu:-] n.工作室；[广播][电视]演播室；画室；电影制片厂

105 switch 2 [switʃ] vt.转换；用鞭子等抽打 vi.转换；抽打；换防 n.开关；转换；鞭子

106 union 2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107 until 2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108 vide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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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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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weaver 2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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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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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114 wor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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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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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17 accept 1 [ək'sept] vt.接受；承认；承担；承兑；容纳 vi.承认；同意；承兑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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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19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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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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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advertising 1 ['ædvətaiziŋ] n.广告；广告业；登广告 adj.广告的；广告业的 v.公告；为…做广告（advertis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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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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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amazon 1 ['æməzɔn] 亚马逊；古希腊女战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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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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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anytime 1 ['enitaim] adv.任何时候；无例外地

129 approval 1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130 approved 1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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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August 1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133 avatar 1 n.（印度教，佛教）神的化身；（某种思想或品质）化身；（网络）头像，替身 n.(Avatar)电影《阿凡达》

134 ba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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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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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begin 1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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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bi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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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bigger 1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
140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141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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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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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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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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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cameras 1 ['kæmərəz] 照相机； 暗箱； 摄像机； 摄影机

147 camp 1 [kæmp] vi.露营；扎营 vt.扎营；使扎营 n.露营 n.(Camp)人名；(英)坎普；(瑞典)坎普；(法)康

148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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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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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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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clothes 1 [kləuðz] n.衣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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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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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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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157 contain 1 [kən'tein] vt.包含；控制；容纳；牵制（敌军） vi.含有；自制

158 continuing 1 [kən'tɪnjuɪŋ] adj. 连续的；持续的；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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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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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161 county 1 ['kaunti] n.郡，县

162 coverings 1 ['kʌvərɪŋz] n. 覆盖物

163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164 crews 1 [kru ]ː n. 全体船员；全体乘务员；(一组)工作人员；划艇队员 v. 当船员；当机务人员

165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特

166 dealt 1 [delt] v.处理（dea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67 describing 1 [dɪsk'raɪbɪŋ] n. 描述物品 动词describe的现在分词.

168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69 dinosaur 1 ['dainəsɔ:] n.恐龙；过时、落伍的人或事物

170 Disney 1 ['dizni] n.迪斯尼（美国动画影片制作家及制片人）

171 displaying 1 [dɪsp'leɪɪŋ] n. 显示；陈列 动词display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72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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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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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Duncan 1 ['dʌŋkən] n.邓肯（姓氏）

175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76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177 easing 1 ['i:ziŋ] n.吃势；容位；松型 v.释放（ease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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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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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evan 1 ['evən] n.埃文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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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183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184 exploring 1 [ɪks'plɔː rɪŋ] n. 探索；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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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f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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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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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189 figure 1 ['figə] n.数字；人物；图形；价格；（人的）体形；画像 vi.计算；出现；扮演角色 vt.计算；认为；描绘；象征

190 film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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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fixes 1 n.菲克斯类（一种烈酒） v.修理（fix的三单形式） n.(Fixes)人名；(法)菲克斯

192 forever 1 [fə'revə] adv.永远；不断地；常常

193 fresh 1 [freʃ] adj.新鲜的；清新的；淡水的；无经验的 n.开始；新生；泛滥 adv.刚刚，才；最新地

194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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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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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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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Goldberg 1 ['gəuldbəg] n.犹太老板（尤指在黑人聚居区开店或雇用黑人的）

199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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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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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202 guidelines 1 ['ɡaɪdlaɪnz] n. 指导方针；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.

203 halted 1 [hɔː lt] n. 停止；止步 v. 停止；中止；暂停 v. 踌躇；犹豫；跛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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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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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hoped 1 英 [həʊpt] 美 [hoʊpt] adj. 希望的；盼望的 动词ho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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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209 identify 1 vt.确定；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；使参与；把…看成一样vi.确定；认同；一致

210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11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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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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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215 infections 1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216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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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jack 1 [dʒæk] n.千斤顶；[电]插座；男人 vt.增加；提醒；抬起；用千斤顶顶起某物 adj.雄的

219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220 Jurassic 1 [dʒu'ræsik] adj.侏罗纪的；侏罗系的 n.[地质]侏罗纪

221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222 labor 1 ['leibə] n.劳动；工作；劳工；分娩 vi.劳动；努力；苦干 vt.详细分析；使厌烦 n.(Labor)人名；(德、塞、法)拉博尔；(英)
拉博

223 lawyer 1 ['lɔ:jə] n.律师；法学家 n.(Lawyer)人名；(英)劳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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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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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227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228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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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machine 1 [mə'ʃi:n] n.机械，机器；机构；机械般工作的人 vt.用机器制造 n.(Machine)人名；(意)马基内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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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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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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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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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mannequin 1 ['mænikin] n.人体模型；服装模特儿 n.(Mannequin)人名；(法)马内坎

236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37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238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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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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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mid 1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
242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

243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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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motion 1 n.动作；移动；手势；请求；意向；议案 vi.运动；打手势 vt.运动；向…打手势

246 mtv 1 [ˌemtiː 'viː ] abbr. 音乐电视（=Music Television）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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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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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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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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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note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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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4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255 occurs 1 [ə'kɜːz] 动词occur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56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257 officer 1 ['ɔfisə, 'ɔ:-] n.军官，警官；公务员，政府官员；船长 vt.指挥 n.(Officer)人名；(英)奥菲瑟

258 officers 1 n.军官，人员（officer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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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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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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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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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operating 1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
265 operation 1 [,ɔpə'reiʃən] n.操作；经营；[外科]手术；[数][计]运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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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268 paper 1 ['peipə] n.纸；论文；文件；报纸 adj.纸做的 vt.用纸糊；用纸包装 vi.贴糊墙纸；发交通违章传票 n.(Paper)人名；(俄)帕
佩尔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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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271 partner 1 ['pɑ:tnə] n.伙伴；合伙人；配偶 vi.合伙；合股；成为搭档 vt.使合作；与…合伙 n.(Partner)人名；(英、德)帕特纳

272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273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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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275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276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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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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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printed 1 adj.印刷的；印花样的；已印好的 v.[印刷]印刷；出版（print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；铭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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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producer 1 [prəu'dju:sə] n.制作人，制片人；生产者；发生器

282 programming 1 ['prəugræmiŋ, -grə-] n.设计，规划；编制程序，[计]程序编制

283 protections 1 [prə'tekʃnz] 保护



284 quaid 1 n. 奎德

285 quarantine 1 ['kwɔrənti:n] vt.检疫；隔离；使隔离 n.检疫；隔离；检疫期；封锁 vi.实行隔离

286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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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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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re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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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reporter 1 [ri'pɔ:tə] n.记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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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94 rolling 1 ['rəuliŋ] n.旋转；动摇；轰响 adj.旋转的；起伏的；波动的

295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296 safeguards 1 ['seɪfɡɑːdz] v. 安全保护 动词safeguard的第三人称单数.

297 scene 1 [si:n] n.场面；情景；景象；事件

298 scenes 1 ['siː nz] n. 场景；背景，景色（名词scene的复数形式）

299 season 1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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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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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3 Seth 1 [seθ] n.赛斯（男子名）

304 sets 1 n.[数]集合，设置（set的复数） v.放置（set单三形式）

305 setting 1 ['setiŋ] n.环境；安装；布置；[天]沉落 v.放置；沉没；使…处于某位置（set的ing形式）

306 shaped 1 [ʃeipt] adj.合适的；成某种形状的；有计划的 vt.发展；成形（shape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

307 sheet 1 [ʃi:t] n.薄片，纸张；薄板；床单 vt.覆盖；盖上被单；使成大片 vi.成片流动；大片落下 adj.片状的 n.(Sheet)人名；(英)希
特

308 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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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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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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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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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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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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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starts 1 [s'tɑ tːs] v. 开始；启动；开创（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开始；开创（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）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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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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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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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stopping 1 ['stɔpiŋ] n.停止；制止；填塞物 v.停止；妨碍（stop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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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324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25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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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327 temporarily 1 ['tempərərili, ,tempə'rεə-] adv.临时地，临时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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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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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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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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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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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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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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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37 tyler 1 ['tailə] n.泰勒（男子名）；秘密会所看守人（共济会的）

338 unions 1 Union Islands of the Pacific also called Tokelaus 太平洋联合岛屿,又称托克劳群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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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universal 1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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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unsure 1 [,ʌn'ʃuə] adj.不确定的；不肯定的；没有自信的

342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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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urging 1 [ɜːdgɪŋ] adj. 催促的；紧迫的 动词urge的现在分词.
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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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47 view 1 [vju:] n.观察；视野；意见；风景 vt.观察；考虑；查看

348 visi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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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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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walt 1 [wɔ:lt] adj.空心的
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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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353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54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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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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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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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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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8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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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written 1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
361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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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Zealand 1 ['zi:lənd] n.西兰岛（丹麦最大的岛）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