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7-28 [Education Report] Watch Movie Trailers to Improve
Your English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5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you 30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 of 2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and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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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n 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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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to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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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in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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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 your 13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9 ar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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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this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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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captions 11 ['kæpʃn] n. 说明文字 v. 给（图片、照片等）加说明文字

12 English 1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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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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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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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o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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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ideo 10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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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words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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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 at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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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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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O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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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watch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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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dialogue 8 ['daiə,lɔg] n.对话；意见交换 vi.对话 vt.用对话表达

24 speed 8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繁
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25 trailers 8 英 ['treɪlə(r)] 美 ['treɪlər] n. 拖车；追踪者；活动房；预告片 vt. 用拖车运 vi. 乘拖车；住在拖车

26 with 8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7 closed 7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28 find 7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29 fast 6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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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something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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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wi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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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again 5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34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5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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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choose 5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
37 film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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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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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help 5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39 playback 5 ['pleibæk] n.[电视][广播]重放；录音重放装置

40 trailer 5 ['treilə] n.拖车；[电视]预告片；追踪者 vi.乘拖车式活动房屋旅行 vt.用拖车载运

41 YouTube 5 英 ['ju tːjuːb] 美 ['ju tːuːb] n.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

42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43 American 4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44 dow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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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expressions 4 [ik'spreʃənz] n.[数]表达式；表情；公式；表示式（expression是复数形式）

46 film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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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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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how 4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49 may 4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50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51 practice 4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52 settings 4 n. 设置 名词setting的复数形式.

53 several 4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54 som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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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step 4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56 stor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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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8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9 try 4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60 watching 4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61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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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animated 3 adj.活生生的；活泼的；愉快的 vt.使…有生气（animate的过去式）

63 appear 3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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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bottom 3 ['bɔtəm] n.底部；末端；臀部；尽头 adj.底部的 vt.装底；测量深浅；查明真相 vi.到达底部；建立基础 n.(Bottom)人名；
(英)博顿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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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difficult 3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68 example 3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69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70 language 3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71 life 3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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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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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nex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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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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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off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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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official 3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78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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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ort 3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80 skills 3 技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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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sound 3 [saund] vt.听（诊）；测量，测…深；使发声；试探；宣告 n.声音，语音；噪音；海峡；吵闹；听力范围；[医]探条 adj.
健全的，健康的；合理的；可靠的；有效彻底的 adv.彻底地，充分地 vi.听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回响；测深

82 speech 3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
83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84 too 3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85 understand 3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86 videos 3 英 ['vɪdiəʊ] 美 ['vɪdioʊ] n. 录像；视频 v. 录制电视节目 adj. 视频的；录像的

87 word 3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
88 write 3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89 ac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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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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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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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Alice 2 ['ælis] n.爱丽丝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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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cc 2 [,si: 'si:] abbr.复写的副本（CarbonCopy）；通信中心（CommunicationCenter）；中央委员会（CentralCommittee）；商会
（ChamberofCommerce）

95 charact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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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choice 2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97 clearer 2 ['kliərə] n.[助剂]澄清剂；清洁器 adj.更清楚的

98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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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especially 2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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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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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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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give 2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104 go 2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105 goo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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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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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however 2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108 improve 2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
109 kee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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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later 2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11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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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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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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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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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m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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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minutes 2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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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notebook 2 ['nəutbuk] n.笔记本，笔记簿；手册

120 once 2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121 past 2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122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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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3 phone 2 [fəun] n.电话；耳机，听筒 vt.打电话 vi.打电话 n.(Phone)人名；(老、缅)蓬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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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probably 2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126 read 2 [ri:d] vt.阅读；读懂，理解 vi.读；读起来 n.阅读；读物 adj.有学问的 n.(Read)人名；(英)里德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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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search 2 [sə:tʃ] vi.搜寻；调查；探求 vt.搜索；搜寻；调查；搜查；探求 n.搜寻；探究，查究 n.(Search)人名；(英)瑟奇

129 seek 2 [si:k] vt.寻求；寻找；探索；搜索 vi.寻找；探索；搜索

130 sharpen 2 ['ʃɑ:pən] vt.削尖；磨快；使敏捷；加重 vi.尖锐；变锋利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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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speak 2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
133 spoken 2 ['spəukən] adj.口语的，口头的 v.说（speak的过去分词）

134 take 2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135 talking 2 ['tɔ:kiŋ] adj.说话的，多嘴的；有表情的 n.讲话，谈论 v.谈论；讲话（talk的ing形式） n.(Talking)人名；(英)托金

136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137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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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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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42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143 usually 2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144 viewing 2 ['vju:iŋ] adj.可见的 v.观察；查看（view的ing形式）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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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whether 2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147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148 without 2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149 accent 1 ['æksənt, æk'sent] n.口音；重音；强调；特点；重音符号 vt.强调；重读；带…口音讲话

150 accents 1 ['æksent] n. 重音；口音；强调 vt. 重读；强调

151 activate 1 ['æktiveit] vt.刺激；使活动；使活泼；使产生放射性 vi.激活；有活力

152 actor 1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
153 advantages 1 英 [əd'vɑːntɪdʒ] 美 [əd'væntɪdʒ] n. 优势；有利条件 vt. 有利于

154 advertisement 1 [əd'və:tismənt, ,ædvə'taizmənt] n.广告，宣传

155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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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58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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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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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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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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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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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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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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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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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caption 1 ['kæpʃən] n.标题；字幕；说明；逮捕 vt.加上说明；加上标题

168 captioning 1 n.字幕 v.在…上加标题；为…配字幕（caption的ing形式）

169 Caty 1 卡蒂

170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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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changeable 1 ['tʃeindʒəbl] adj.无常的；可改变的；易变的；不定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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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click 1 [klik] vt.点击；使发咔哒声 vi.作咔哒声 n.单击；滴答声

175 confirm 1 [kən'fə:m] vt.确认；确定；证实；批准；使巩固

176 connect 1 [kə'nekt] vt.连接；联合；关连 vi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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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contained 1 [kən'teind] adj.泰然自若的，从容的；被控制的 v.包含；遏制（contain的过去分词）；容纳

179 contains 1 [kən'teɪnz] v.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80 countless 1 ['kauntlis] adj.无数的；数不尽的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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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destroy 1 [di'strɔi] vt.破坏；消灭；毁坏

183 details 1 n.细节（detail的复数）；详细资料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三单形式）

184 device 1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185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86 disappear 1 [,disə'piə] vi.消失；失踪；不复存在 vt.使…不存在；使…消失

187 discovers 1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
188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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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earth 1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
191 easier 1 [英 ['i:zɪə] 美 ['i:zɪr]] adj.更简单；容易些（easy的比较级形式）；较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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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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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effective 1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
195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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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198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99 evan 1 ['evən] n.埃文（男子名）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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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everyday 1 ['evridei] adj.每天的，日常的 n.平时；寻常日子

202 examples 1 [ɪɡ'zɑːmplz] n.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.

203 experiences 1 英 [ɪk'spɪəriəns] 美 [ɪk'spɪriəns] n. 经验；经历 v. 经历；体验；感受

204 explain 1 [ik'splein] v.说明；解释

205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206 final 1 ['fainl] adj.最终的；决定性的；不可更改的 n.决赛；期末考试；当日报纸的末版

207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208 forming 1 ['fɔː mɪŋ] n. 形成(成形法；模锻) v. 形成

209 forms 1 ['fɔː 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
210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211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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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13 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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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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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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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218 helpful 1 ['helpful] adj.有帮助的；有益的

219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20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221 humorous 1 ['hju:mərəs] adj.诙谐的，幽默的；滑稽的，可笑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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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improvement 1 n.改进，改善；提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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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infinite 1 ['infinət] adj.无限的，无穷的；无数的；极大的 n.无限；[数]无穷大；无限的东西（如空间，时间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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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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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229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
230 learner 1 ['lə:nə] n.初学者，学习者 n.(Learner)人名；(英)勒纳

231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232 lesson 1 ['lesən] n.教训；课 vt.教训；上课

233 letters 1 [letəz] n.[语]字母；书信；读者投书栏（letter的复数） v.用字母标明；用印刷体写（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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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listed 1 ['listid] adj.列出的；表列的；已登录的 v.列出；登记（lis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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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listening 1 ['lisəniŋ] adj.收听的；助听的 n.倾听 v.听（listen的ing形式）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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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240 lo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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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1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242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243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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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mark 1 n.标志；马克；符号；痕迹；分数 vi.作记号 vt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 n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

246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247 mccauley 1 n.(McCauley)人名；(英)麦考利

248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249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
250 mobile 1 adj.可移动的；机动的；易变的；非固定的 n.移动电话

251 movies 1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
252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253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254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55 newer 1 [n'juːər] adj. 较新的 形容词new的比较级.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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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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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note 1 [nəut] n.笔记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纸币；便笺；照会；调子 vt.注意；记录；注解 n.(Note)人名；(英)诺特

258 notes 1 英 [nəʊt] 美 [noʊt] n. 笔记；便条；纸币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音调 vt. 注意；记录；注解

259 notice 1 ['nəutis] n.通知，布告；注意；公告 vt.通知；注意到；留心 vi.引起注意

260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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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occurs 1 [ə'kɜːz] 动词occur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63 offers 1 英 ['ɒfə(r)] 美 ['ɔː fər] vt. 提供；提出；（卖方）出价；贡献 vi. 提议；出现；求婚 n. 提议；出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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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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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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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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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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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overall 1 ['əuvərɔ:l, ,əuvə'rɔ:l] adj.全部的；全体的；一切在内的 adv.全部地；总的说来 n.工装裤；罩衫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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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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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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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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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276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277 pronouncing 1 [prəu'naunsiŋ] adj.发音的；表示发音的 v.发音（pronounc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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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80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281 realistic 1 [,riə'listik, ,ri:-] adj.现实的；现实主义的；逼真的；实在论的

282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283 relatable 1 [rɪ'leɪt] v. 叙述；使有联系；有关联；涉及；符合；发生共鸣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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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screen 1 [skri:n] n.屏，幕；屏风 vt.筛；拍摄；放映；掩蔽 vi.拍电影 n.(Screen)人名；(英)斯克林

286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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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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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shortened 1 英 ['ʃɔː tn] 美 ['ʃɔː rtn] v. 弄短；变短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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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292 skill 1 [skil] n.技能，技巧；本领，技术 n.(Skill)人名；(瑞典)希尔

293 slower 1 英 [sləʊər] 美 [sloʊər] adj. 慢一点 形容词slow的比较级.

294 slowing 1 英 [sləʊɪŋ] 美 [sloʊɪŋ] n. 慢化；减速 动词slow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95 slows 1 英 [sləʊ] 美 [sloʊ] adj. 慢的 adv. 慢慢地 v. 放慢；减速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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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98 spelling 1 ['speliŋ] n.拼写；拼字；拼法 v.拼写；意味着（spell的ing形式）；迷住 n.(Spelling)人名；(英)斯佩林

299 spellings 1 n. 斯佩林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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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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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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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storyline 1 ['stɔː rilaɪn] n. 故事情节

303 storylines 1 n.故事情节( storyline的名词复数 )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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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summarize 1 ['sʌməraiz] vt.总结；概述 vi.作总结；作概括

306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307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308 technical 1 ['teknikəl] adj.工艺的，科技的；技术上的；专门的

309 television 1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
310 testing 1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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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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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314 threatens 1 ['θretn] v. 威胁；恐吓；似将发生

315 Tips 1 英 [tips] 美 [tɪps] abbr. =Techn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技术情报处理系统[美] n. 顶端；消费；小部件；脏乱的地
方；实用的小建议（名词tip的复数形式）

316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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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tradition 1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
319 unclearly 1 [ʌnk'liəlɪ] adv. 不清楚地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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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1 understood 1 [,ʌndə'stud] adj.被充分理解的；心照不宣的 v.明白；懂得（understand的过去分词）；熟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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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us 1 pron.我们

324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325 warning 1 ['wɔ:niŋ] n.警告；预兆；预告 adj.警告的；引以为戒的 v.警告（warn的ing形式） n.(Warning)人名；(德)瓦宁

326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27 watched 1 英 [wɒtʃ] 美 [wɑ tːʃ] v. 注视；看守；观看 n. 手表；监视；看守；值班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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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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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wheel 1 [hwi:l] n.车轮；方向盘；转动 vt.转动；使变换方向；给…装轮子 vi.旋转；突然转变方向；盘旋飞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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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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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35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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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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