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09-12 [Arts and Culture] What Should Come Next for Black
Panther after Loss of Boseman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5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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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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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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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black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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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panther 13 ['pænθə] n.豹；黑豹；美洲豹 n.(Panther)人名；(英)潘瑟

7 to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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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 i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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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movie 10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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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2 a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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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boseman 7 n. 博斯曼

14 character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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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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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sai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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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story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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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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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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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book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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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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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marvel 5 n.奇迹 vt.对…感到惊异 vi.感到惊讶 n.(Marvel)人名；(英)马弗尔；漫威漫画

24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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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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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7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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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his 4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9 reuters 4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30 sequel 4 ['si:kwel, -wəl] n.续集；结局；继续；后果

31 should 4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32 wakanda 4 n. 万坎达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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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ctor 3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
35 agency 3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

36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7 anoth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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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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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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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omic 3 ['kɔmik] adj.喜剧的；滑稽的；有趣的 n.连环漫画；喜剧演员；滑稽人物

42 comp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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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Disney 3 ['dizni] n.迪斯尼（美国动画影片制作家及制片人）

44 lee 3 [li:] n.保护；背风处 adj.保护的；庇荫的；避风的 n.(Lee)人名；(朝)李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利；(中)李(广东话·威
妥玛)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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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news 3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47 plans 3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48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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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9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50 African 2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51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52 Alice 2 ['ælis] n.爱丽丝（女子名）

53 Augus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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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become 2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55 brilliance 2 ['briljəns,-jənsi] n.光辉；才华；宏伟

56 Bryant 2 ['braiənt] n.布赖恩特（男子名，等于Brian）

57 c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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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ultural 2 ['kʌltʃərəl] adj.文化的；教养的

59 dignity 2 ['dignəti] n.尊严；高贵

60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61 exploitation 2 n.开发，开采；利用；广告推销；剥削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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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following 2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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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5 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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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6 Hollywood 2 ['hɔliwud] n.好莱坞

67 honor 2 ['ɔnə] n.荣誉；信用；头衔 vt.尊敬（等于honour）；给…以荣誉

68 hugely 2 ['hju:dʒli] adv.巨大地；非常地

69 idea 2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70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71 jenkins 2 ['dʒeŋkinz] n.詹金斯（姓氏）

72 magazine 2 n.杂志；弹药库；胶卷盒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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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nation 2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75 nex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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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76 nicol 2 ['nikəl] n.尼科尔棱镜（偏光镜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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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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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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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performance 2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81 release 2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82 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83 series 2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84 smith 2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85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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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87 superhero 2 英 ['suːpəhɪərəʊ] 美 ['suːpərhɪroʊ] n. 超级英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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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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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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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92 turner 2 ['tə:nə] n.车工；体育协会会员

93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94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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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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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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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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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young 2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
100 abuses 1 [ə'bjuːs] n. 滥用；恶习 vt. 滥用；辱骂；虐待

101 academy 1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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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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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activism 1 ['æktivizəm] n.行动主义；激进主义

105 activists 1 ['æktɪvɪsts] 积极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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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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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adventures 1 英 [əd'ventʃə(r)] 美 [əd'ventʃər] n. 冒险；奇遇 vt. 冒险；尝试 vi. 冒险；大胆进行

109 alan 1 ['ælən] n.艾伦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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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12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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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appropriate 1 adj.适当的；恰当的；合适的 vt.占用，拨出

115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116 awards 1 英 [ə'wɔːd] 美 [ə'wɔː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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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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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becomes 1 [bɪ'kʌm] v. 变成；成为；变得；适合（某人）；使（人）显得漂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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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begun 1 [bi'gʌn] v.开始（begin的过去分词） n.(Begun)人名；(俄)别贡；(英)贝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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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belief 1 [bi'li:f] n.相信，信赖；信仰；教义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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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126 boy 1 [bɔi] n.男孩；男人 n.(Boy)人名；(英、德、西、意、刚(金)、印尼、瑞典)博伊；(法)布瓦

127 boys 1 n.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.

128 broadcasting 1 ['brɔ:d,kɑ:stiŋ, -,kæstiŋ] n.播放；广播节目 v.广播（broadcast的ing形式）

129 brookings 1 n. 布鲁金斯

130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31 cancer 1 ['kænsə] n.癌症；恶性肿瘤

132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133 Caty 1 卡蒂

134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135 centered 1 ['sentəd] adj.居中的；有圆心的 v.集中；居中（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136 certainly 1 ['sə:tənli] adv.当然；行（用于回答）；必定

137 Chadwick 1 ['tʃædwik] n.查德威克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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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choosing 1 v.选择；决定（choose的ing形式）

140 chose 1 [英[tʃəʊz] 美[tʃoz]] v.choose的过去式,选择 n.【法律】物体；动产 n.(Chose)人名；(法)肖兹

141 colonialism 1 [kə'ləunjəlizəm] n.殖民主义；殖民政策

142 colo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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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comics 1 ['kɒmɪks] n. 连环图画 名词comic的复数形式.

144 commen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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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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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courage 1 ['kʌridʒ] n.勇气；胆量 n.(Courage)人名；(英)卡里奇；(法)库拉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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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criticism 1 ['krɪtɪsɪzəm] n.批评；考证；苛求

150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51 crushed 1 [krʌʃt] adj. 压碎的；碾碎的；起皱的 动词cr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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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decisions 1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
154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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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earned 1 ['ɜːnd] adj. 挣得的；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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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enemy 1 ['enimi] n.敌人，仇敌；敌军 adj.敌人的，敌方的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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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equitable 1 ['ekwitəbl] adj.公平的，公正的；平衡法的

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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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exceptional 1 [ik'sepʃənəl] adj.异常的，例外的 n.超常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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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experts 1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65 featuring 1 ['fi:tʃə] n.特色，特征；容貌；特写或专题节目 vi.起重要作用 vt.特写；以…为特色；由…主演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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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fights 1 [faɪt] n. 战斗；打架；斗志 vt. 打架；对抗 vi. 奋斗；斗争；争吵

168 filmmaker 1 n.电影制作人；电影摄制者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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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floyd 1 [flɔid] n.弗洛伊德（男子名）

171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172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73 forever 1 [fə'revə] adv.永远；不断地；常常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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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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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girls 1 ['ɡɜ lː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
178 goers 1 n. 戈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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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Harvard 1 ['hɑ:vəd] n.哈佛大学；哈佛大学学生

181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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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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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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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184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85 him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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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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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honored 1 英 ['ɒnəd] 美 ['ɑnərd] adj. 深感荣幸的；受尊敬的

188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189 imaginary 1 [i'mædʒinəri] adj.虚构的，假想的；想像的；虚数的

190 imagination 1 [i,mædʒi'neiʃən] n.[心理]想象力；空想；幻想物

191 imagine 1 vt.想象；猜想；臆断 vi.想象；猜想；想象起来

192 importance 1 [im'pɔ:təns] n.价值；重要；重大；傲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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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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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institution 1 [,insti'tju:ʃən] n.制度；建立；（社会或宗教等）公共机构；习俗

196 intelligence 1 n.智力；情报工作；情报机关；理解力；才智，智慧；天分

197 jamil 1 贾米勒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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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killing 1 ['kiliŋ] adj.杀害的；迷人的；使人筋疲力尽的 n.杀戮；谋杀；猎获物 v.杀死；消磨；毁掉（kill的ing形式） n.(Killing)人
名；(德)基林

200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克；(匈)洛克

201 law 1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


(英、缅、柬)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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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letitia 1 [li'tiʃiə] n.利蒂希娅（女子名）

204 litt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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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206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07 loss 1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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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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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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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meaningful 1 ['mi:niŋful] adj.有意义的；意味深长的

213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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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moviemaker 1 ['mu:vi,meikə] n.电影制作人

216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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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nominated 1 ['nɒmɪneɪtɪd] adj. 被提名的；被任命的 动词nom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19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220 Oscar 1 ['ɔskə] n.（美）奥斯卡金像奖；钱；奥斯卡（男子名）

221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22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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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picture 1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
225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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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played 1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228 police 1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
229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30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231 possibility 1 [,pɔsə'biləti] n.可能性；可能发生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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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prequel 1 n.据已问世文艺作品的情节凭想象上溯创作的前篇，先行篇，前传

234 presents 1 [p'rɪzents] n. 礼物 名词prese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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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237 professors 1 [prə'fesəz] 大学教授

238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239 proves 1 [pruːv] v. 证明；检验；结果是；发酵

240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241 public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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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publisher 1 ['pʌbliʃə] n.出版者，出版商；发行人



243 racial 1 ['reiʃəl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244 realities 1 [ri'æləti] n. 真实；现实；实际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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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247 retiring 1 [ri'taiəriŋ] adj.退休的；不善社交的；过隐居生活的 v.退休（retire的ing形式）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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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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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51 sadly 1 ['sædli] adv.悲哀地；悲痛地

252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253 say 1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254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55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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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sells 1 [sel] v. 出售；卖

258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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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severely 1 [si'viəli] adv.严重地；严格地，严厉地；纯朴地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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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shuri 1 n. 首里

263 sister 1 n.姐妹；（称志同道合者）姐妹；修女；护士 adj.姐妹般的；同类型的

264 slave 1 [sleiv] n.奴隶；从动装置 vi.苦干；拼命工作 n.(Slave)人名；(塞、罗)斯拉韦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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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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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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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269 stan 1 [stæn] n.斯坦（男子名） n.铁杆粉丝

270 starred 1 [stɑ:d] adj.担任主角的；用星装饰的；用星号标明的；受命运支配的 v.使担任主角（star的过去式）；用星（形物）装
饰

271 stone 1 [stəun] n.石头；结石；[宝]宝石 adj.石的，石制的 vt.向扔石块；用石头铺 n.(Stone)人名；(捷)斯托内；(瑞典)斯托内；
(英)斯通

272 strength 1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
273 strip 1 [strip] vt.剥夺；剥去；脱去衣服 n.带；条状；脱衣舞 vi.脱去衣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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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successful 1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
276 suffer 1 ['sʌfə] vt.遭受；忍受；经历 vi.遭受，忍受；受痛苦；经验；受损害 n.(Suffer)人名；(意)苏费尔

277 suffering 1 ['sʌfəriŋ] n.受难；苦楚 adj.受苦的；患病的 v.受苦；蒙受（suffer的ing形式）

278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79 superpower 1 ['sju:pə,pauə] n.超级大国；超级强权

280 suspended 1 [sə'spendid] adj.悬浮的；暂停的，缓期的（宣判）

281 talent 1 ['tælənt] n.才能；天才；天资

282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283 telling 1 ['teliŋ] adj.有效的；生动的；显著的 n.命令；叙述；吐露真情 v.告诉；讲述（tell的ing形式）；命令 n.(Telling)人名；(英)
特林



284 tension 1 ['tenʃən] n.张力，拉力；紧张，不安；电压 vt.使紧张；使拉紧

285 theaters 1 n. 影剧院，剧院（theater复数）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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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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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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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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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92 trade 1 [treid] n.贸易，交易；行业；职业 vi.交易，买卖；以物易物 vt.用…进行交换

293 tragic 1 ['trædʒik] adj.悲剧的；悲痛的，不幸的

294 treated 1 [triː tɪd] v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 vbl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

295 typically 1 ['tipikəli] adv.代表性地；作为特色地

296 unchained 1 [ʌn'tʃeɪnd] adj. 解放的；无拘束的 动词unch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97 understanding 1 [,ʌndə'stændiŋ] n.谅解，理解；理解力；协议 adj.了解的；聪明的；有理解力的 v.理解；明白（understand的ing
形式）

298 unfairly 1 [ʌn'fɛəli] adv.不公平地；不正当地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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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01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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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whites 1 ['waɪts] n. 白带；白色衣物；白糖 名词white的复数形式.

304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305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06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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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8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09 wright 1 [rait] n.制作者；工人

310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311 writers 1 ['raɪtəz] 作家

312 writes 1 [raɪt] v. 写；书写；填写；作曲

313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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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