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7-08 [Arts and Culture] Famous Indian Actor Dilip Kumar
Dies at 98 词频表词频表

1 in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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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 the 2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 he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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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was 1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 kumar 15 库马尔

6 his 14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7 of 1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8 Indian 9 ['indiən] adj.印度的；印第安人的；印第安语的 n.印度人；印第安人；印第安语

9 actor 7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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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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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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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 dilip 6 迪利普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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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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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many 6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8 and 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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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bollywood 4 英 ['bɒliwʊd] 美 ['bɑ lːiwʊd] n. 宝莱坞(印度电影中心）

21 death 4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22 fir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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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Pakistan 4 ['pækistæn] n.巴基斯坦（南亚国家名）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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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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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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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characters 3 英 ['kærɪktəz] 美 ['kærɪktɚz] n. 人物；角色；特性；字符 名词character的复数形式.

28 died 3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29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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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Mumbai 3 [mʌm'bai] n.孟买（印度城市）

31 muslim 3 ['muzlim; 'mʌz-] n.穆斯林；穆罕默德信徒 adj.伊斯兰教的

32 par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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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played 3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34 tragedy 3 ['trædʒidi] n.悲剧；灾难；惨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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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37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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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 buried 2 ['berid] adj.埋葬的；埋藏的 v.埋葬（bu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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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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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career 2 n.生涯；职业；事业；速度，全速 adj.作为毕生职业的 vi.全速前进，猛冲

42 cemetery 2 ['semitəri] n.墓地；公墓

43 cinema 2 ['sinəmə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，电影制作术 n.(Cinema)人名；(意)奇内马

44 cinematic 2 [,sini'mætik] adj.电影的；影片的

45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46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47 era 2 ['iərə, 'εərə] n.时代；年代；纪元 n.(Era)人名；(意、芬、印)埃拉

48 event 2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49 family 2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50 famous 2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51 film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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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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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given 2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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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highest 2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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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Khan 2 [kɑ:n] n.可汗（对最高统治者的尊称）；商队客店 n.(Khan)人名；(瑞典)卡恩；(老、柬)坎

58 king 2 [英[kɪŋ] 美[kɪŋ]] n.国王；最有势力者；王棋 vi.统治；做国王 vt.立…为王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，最大的 n.(King)人名；
(德、英、葡、捷、西)金；(中)金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京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京

59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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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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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2 method 2 ['meθəd] n.方法；条理；类函数 adj.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

63 minister 2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64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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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movie 2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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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68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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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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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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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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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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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prime 2 [praim] adj.主要的；最好的；基本的 adv.极好地 n.初期；青年；精华；全盛时期 vt.使准备好；填装 vi.作准备 n.(Prime)人
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
74 role 2 [rəul] n.角色；任务 n.(Ro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赤几)罗莱

75 roles 2 ['rəʊlz] n. 角色（名词role的复数形式）

76 sai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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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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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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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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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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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tweet 2 n.小鸟叫声；自录音再现装置发出的高音；推特 vi.吱吱地叫；啾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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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tweeted 2 [twiː t] n. 小鸟的啁啾声；(社交网站Twitter上的)微博 v. 小鸟鸣叫；在Twitter上发微博

83 versatile 2 ['və:sətail] adj.多才多艺的；通用的，万能的；多面手的

84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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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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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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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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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aan 1 ['ɑːn] (=aldol-α-naphthylamine) 醛醇-α-萘胺,(=alpha-amino nitrogen) α-氨基氮,(=american academy of neurology) 美国神经病学学
会,(=american academy of nursing) 美国护理学会,(=american academy of nutrition) 美国营养学会,(=american association of neuro-
pathologists) 美国神经病理学家协会,(=amino acid nitrogen) 氨基酸氮,(=aminoacetonitrile) 氨基乙酰腈, 氨基乙腈,(=α-amino acid
nitrogen(alpha-amino nitrogen)) α-氨基酸(式)氮

89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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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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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alcohol 1 ['ælkəhɔl] n.酒精，乙醇

93 Ali 1 ['ɑ:li:] n.阿里

94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95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96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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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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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Arabia 1 [ə'reibiə] n.阿拉伯半岛（亚洲西南部，等于ArabianPeninsula）

100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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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ashok 1 阿肖克

102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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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3 awarded 1 英 [ə'wɔː d] 美 [ə'wɔː 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104 azam 1 阿扎姆

105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106 banu 1 British Army News Unit 英国陆军新闻单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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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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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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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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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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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born 1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114 breathing 1 ['bri:ðiŋ] n.呼吸；瞬间；微风 adj.呼吸的；逼真的 v.呼吸（breathe的现在分词）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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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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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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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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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citizen 1 ['sitizən] n.公民；市民；老百姓

122 civilian 1 [si'viljən] adj.民用的；百姓的，平民的 n.平民，百姓

123 closely 1 ['kləusli] adv.紧密地；接近地；严密地；亲近地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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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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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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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127 cultural 1 ['kʌltʃərəl] adj.文化的；教养的

128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129 dead 1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
130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131 dies 1 ['daii:z] v.死亡；消失（动词di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凋谢 n.[机]模具（名词die的复数）；（拉）日 n.(Dies)人名；(英)
戴斯；(西)迭斯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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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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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drama 1 ['drɑ:mə, dræmə] n.戏剧，戏剧艺术；剧本；戏剧性事件 n.(Drama)人名；(刚(金))德拉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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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Egyptian 1 [i'dʒipʃən] adj.埃及的；埃及人的 n.埃及人；古代埃及语

137 emotional 1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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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40 fame 1 [feim] n.名声，名望；传闻，传说 vt.使闻名，使有名望

141 firefly 1 ['faiəflai] n.[昆]萤火虫

142 flag 1 [flæg] vi.标记；衰退；枯萎 vt.标记；插旗 n.标志；旗子

143 footpath 1 ['futpɑ:θ] n.人行道；小路；小径

144 fort 1 [fɔ:t] n.堡垒；要塞；（美）边界贸易站 vt.设要塞保卫 vi.构筑要塞 n.(Fort)人名；(法)福尔；(德、英、西、葡、匈)福特

145 funeral 1 ['fju:nərəl] n.葬礼；麻烦事 adj.丧葬的，出殡的

146 gained 1 [geɪnd] adj.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47 generation 1 [,dʒenə'reiʃən] n.一代；产生；一代人；生殖

148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149 greatest 1 ['greɪtɪst] adj. 最大的 形容词great的最高级.

150 heart 1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
151 heartbroken 1 ['hɑ:t,brəukən] adj.悲伤的，伤心的

152 heavy 1 adj.沉重的；繁重的，巨大的；拥挤的；阴沉的 n.重物；严肃角色 adv.大量地；笨重地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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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4 Hindi 1 ['hindi:] n.北印度语 adj.北印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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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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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hits 1 [hɪts] n. [计]采样数 名词hit的复数形式.

158 hospital 1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159 hospitalized 1 英 ['hɒspɪtəlaɪz] 美 ['hɑːspɪtəlaɪz] vt. 就医；使住院

160 house 1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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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illness 1 ['ilnis] n.病；疾病

163 image 1 ['imidʒ] n.影像；想象；肖像；偶像 vt.想象；反映；象征；作…的像 n.(Image)人名；(法)伊马热

164 imran 1 international marine radio aids to navigation 国际航海用无线电台导航援助

165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66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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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169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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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language 1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171 lasted 1 ['lɑːstɪd] adj. 持续的 动词la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72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73 Lawrence 1 ['lɔrəns] n.劳伦斯（男子名）

174 lean 1 [li:n] vi.倾斜；倚靠；倾向；依赖 adj.瘦的；贫乏的，歉收的 vt.使倾斜 n.瘦肉；倾斜；倾斜度 n.(Lean)人名；(西)莱安；
(柬)连；(英)利恩

175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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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legend 1 ['ledʒənd] n.传奇；说明；图例；刻印文字 n.(Legend)人名；(西)莱亨德；(英)莱金德

178 lighter 1 n.打火机；驳船；点火者 vt.驳运 n.(Lighter)人名；(罗)利格特尔 adj.（light的比较级）较轻的；较淡的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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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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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lover 1 n.爱人，恋人；爱好者 n.(Lover)人名；(英)洛弗 n.小三；第三者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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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184 martyr 1 ['mɑ:tə] vt.牺牲；折磨；杀害 n.烈士；殉道者 n.(Martyr)人名；(英)马特；(法)马蒂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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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message 1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
187 modi 1 ['məudi:, -dai] n.程序（modus的复数） n.(Modi)人名；(意)莫迪

188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89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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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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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mughal 1 ['mu:gʌl, mu'gʌl] n.有权势的人；显要人物

192 Muhammad 1 [mu'hæməd] n.穆罕默德

193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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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narendra 1 纳伦德拉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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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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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99 Omar 1 ['əumɑ:] n.奥马尔（男子名）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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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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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03 parliament 1 ['pɑ:ləmənt] n.议会，国会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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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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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207 performances 1 [pə'fɔː mənsɪz] 性能

208 performing 1 [pə'fɔ:miŋ] adj.表演的；履行的 v.表演（perform的ing形式）；履行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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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Peshawar 1 [pə'ʃɔ:ə; pe'ʃɔ:wə] n.白沙瓦（巴基斯坦北部城市）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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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plays 1 [pleɪ] v. 玩；比赛；（在运动队中）担当；派...出场；带；踢；击（球）；走（棋子）；出牌；演奏；播放；扮演；假
装；上演；发挥（作用）；应付；处理；掠过；浮现；使轻快地活动；（喷泉）喷涌；做游戏 n. 游戏；戏剧；比赛；发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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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用；玩笑；间隙；闪烁；闪现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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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prince 1 [prins] n.王子，国君；亲王；贵族 n.(Prince)人名；(英、葡)普林斯；(法)普兰斯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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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217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218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219 remembered 1 英 [rɪ'membə(r)] 美 [rɪ'membər] v. 记得；想起；记住，铭记；回忆；提及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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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222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223 saddened 1 ['sædn] v. (使)黯淡；(使)悲伤

224 sadness 1 ['sædnis] n.悲哀

225 saira 1 ['seɪrə] 秋刀鱼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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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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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served 1 英 [sɜːv] 美 [sɜ rː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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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shall 1 [ʃæl, 弱ʃəl, ʃl, ʃə, ʃ] aux.应；会；将；必须

232 sharif 1 [ʃə'ri:f] n.圣族后裔（泛指早年圣徒或伊斯兰教里出身高贵的人）

233 Sharma 1 n. 夏尔马

234 sherif 1 [ʃe'ri:f] n.阿拉伯国家的王子（或首领）；穆罕默德的后裔（等于shereef） n.(Sherif)人名；(阿拉伯)谢里夫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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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237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38 split 1 [split] vt.分离；使分离；劈开；离开；分解 vi.离开；被劈开；断绝关系 n.劈开；裂缝 adj.劈开的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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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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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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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survived 1 英 [sə'vaɪv] 美 [sər'vaɪv] vt. 幸免于难；存活；艰难度过；比 ... 活得长 vi. 活着；继续存在

243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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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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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tides 1 [taɪdz] n. 潮汐 名词tide的复数形式.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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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50 traveller 1 ['trævlə] n.旅行者

251 tried 1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
252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
253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
254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55 upper 1 ['ʌpə] adj.上面的，上部的；较高的 n.(Upper)人名；(英)厄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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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VOA 1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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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259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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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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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whenever 1 [hwen'evə, hwən-] conj.每当；无论何时 adv.不论何时；随便什么时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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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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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66 wife 1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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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8 wor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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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9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70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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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73 yusuf 1 优素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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