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9-21 [Arts and Culture] 'The Crown,' 'Ted Lasso' Lead
Emmys; Netflix Ties Recor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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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3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 of 1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i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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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or 1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6 tha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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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to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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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n 1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9 awards 10 英 [ə'wɔː d] 美 [ə'wɔː 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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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who 8 pron.谁；什么人

12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 television 7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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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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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show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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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crown 5 [kraun] n.王冠；花冠；王权；顶点 vt.加冕；居…之顶；表彰；使圆满完成 n.(Crown)人名；(英)克朗

18 netflix 5 ['netfliː ks] n. 出租DVD；在线观看电影的网站。

19 story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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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1 were 5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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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4 comedy 4 [英['kɒmɪdɪ] 美['kɑmədi]] n.喜剧；喜剧性；有趣的事情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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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lasso 4 [læ'su:, 'læsəu] n.套索 vt.用套索套捕；拉拢 n.(Lasso)人名；(西、意)拉索

27 programs 4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28 queen 4 [kwi:n] n.女王，王后；（纸牌中的）皇后；（蜜蜂等的）蜂王 vt.使…成为女王或王后 vi.做女王 n.(Queen)人名；(英)奎
因

29 streaming 4 ['stri:miŋ] n.流；（英）按能力分组 v.流动（stream的ing形式）

30 ted 4 [ted] vt.翻晒

31 vide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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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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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winners 4 温纳斯

34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5 acting 3 ['æktiŋ] adj.代理的；装腔作势的 n.演技；演戏；假装

36 actors 3 ['æktəz] n.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.

37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38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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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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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award 3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40 black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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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life 3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42 mad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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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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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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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outstanding 3 [,aut'stændiŋ] adj.杰出的；显著的；未解决的；未偿付的 n.未偿贷款

46 pers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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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play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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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作用；玩笑；间隙；闪烁；闪现

48 plus 3 [plʌs] n.正号，加号；好处；附加额 adj.正的；附加的 prep.加，加上 n.(Plus)人名；(德)普卢斯

49 recor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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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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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started 3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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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women 3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54 actor 2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
55 actress 2 ['æktris] n.女演员

56 apple 2 n.苹果，苹果树，苹果似的东西；[美俚]炸弹，手榴弹，（棒球的）球；[美俚]人，家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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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59 be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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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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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able 2 n.缆绳；电缆；海底电报 vt.打电报 vi.打海底电报

62 category 2 ['kætigəri] n.种类，分类；[数]范畴

63 centers 2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64 Charles 2 [tʃɑ:lz] n.查尔斯（人名）

65 chess 2 [tʃes] n.国际象棋，西洋棋 n.(Chess)人名；(英)切斯

66 coach 2 n.教练；旅客车厢；长途公车；四轮大马车 vt.训练；指导 vi.作指导；接受辅导；坐马车旅行 n.蔻驰（皮革品牌）

67 comedian 2 [kə'mi:djən] n.喜剧演员；滑稽人物

68 continuous 2 [kən'tinjuəs] adj.连续的，持续的；继续的；连绵不断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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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Diana 2 [dai'ænə] n.黛安娜（女子名，罗马神话中之处女性守护神）；月

71 Elizabeth 2 [i'lizəbəθ] n.伊丽莎白（女子名）

72 Emmy 2 ['emi] n.艾美奖（美国电视最高荣誉奖）

73 emmys 2 ['emi] n. 艾美奖（美国年度电视艺术最高荣誉奖）

74 etc 2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75 everybody 2 ['evri,bədi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

76 files 2 [faɪlz] n. [计算机] DOS命令 : 设置允许同时打开的最多文件数 名词file的复数形式.

77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78 gambit 2 ['gæmbit] n.话题；开始；以取得优势的开局棋法；开场白

79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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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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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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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82 host 2 [həust] n.[计]主机；主人；主持人；许多 vt.主持；当主人招待 vi.群集；做主人

83 lead 2 [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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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lifts 2 [lɪfts] n. 脚手架工足；起重机 名词lift的复数形式.

85 main 2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86 majo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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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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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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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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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program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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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re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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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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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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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server 2 ['sə:və] n.发球员；服伺者；服勤者；伺候者 n.(Server)人名；(土)塞尔韦尔

95 services 2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96 shows 2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97 stori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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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8 subscription 2 [səb'skripʃən] n.捐献；订阅；订金；签署

99 teaches 2 ['tiː tʃɪz] v. 教；教导；教授；教训（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00 tells 2 [tel] v. 告诉；吩咐；讲述；表达；辨别；判断；泄露；告发；产生效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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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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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transmission 2 [trænz'miʃən, træns-, trɑ:n-] n.传动装置，[机]变速器；传递；传送；播送

104 TV 2 ['ti:'vi:] abbr.电视（television）

105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06 viewer 2 n.观察者；观看者；观众；[仪]指示器

107 vivid 2 ['vivid] adj.生动的；鲜明的；鲜艳的

108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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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winning 2 ['winiŋ] adj.胜利的；获胜的 n.胜利；获得；成功 v.获胜（win的ing形式） n.(Winn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法)温宁

110 winslet 2 n.温斯莱特（姓氏）

111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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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writer 2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114 wrote 2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115 achievement 1 n.成就；完成；达到；成绩

116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117 acted 1 ['æktɪd] v. 行动；假装；表演；扮演；充当（动词a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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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advance 1 [əd'vɑ:ns, əd'væns] n.发展；前进；增长；预付款 vt.提出；预付；使……前进；将……提前 vi.前进；进展；上涨 adj.预
先的；先行的

120 advice 1 [əd'vais] n.建议；忠告；劝告；通知

121 agreement 1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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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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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Anderson 1 ['ændəsn] n.安德森市（美国印第安纳州）；安德森（男子名）

125 angeles 1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126 arrived 1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27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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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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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9 athlete 1 ['æθli:t] n.运动员，体育家；身强力壮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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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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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134 board 1 [bɔ:d] n.董事会；木板；甲板；膳食 vt.上（飞机、车、船等）；用板盖上；给提供膳宿 vi.寄宿 n.(Board)人名；(英、西)
博德

135 brett 1 [bret] n.布雷特（男子名）

136 bright 1 [brait] adj.明亮的，鲜明的；聪明的；愉快的 adv.明亮地；光明地；欢快地 n.车头灯光 n.(Bright)人名；(英)布赖特

137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138 broadcaster 1 ['brɔ:d,kɑ:stə, -,kæstə] n.广播公司；广播员；播送设备；撒播物

139 broadcasters 1 n.播送设备( broadcaster的名词复数 ); 广播员; 撒播物; 广播公司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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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42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143 care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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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cast 1 [kɑ:s, kæst] vt.投，抛；计算；浇铸；投射（光、影、视线等） n.投掷，抛；铸件，[古生]铸型；演员阵容；脱落物 vi.投，
抛垂钓鱼钩；计算，把几个数字加起来 n.(Cast)人名；(法)卡斯特

145 cbs 1 [ˌsiː biː 'es] abbr. (美)哥伦比亚广播公司(=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) abbr. 中央统计局(=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)

146 cedric 1 ['sedrik; 'si:drik] n.塞德里克（男子名）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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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8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149 champion 1 ['tʃæmpiən] n.冠军；拥护者；战士 vt.支持；拥护 adj.优胜的；第一流的 n.(Champion)人名；(英)钱皮恩；(法)尚皮翁

150 channel 1 vt.引导，开导；形成河道 n.通道；频道；沟渠；海峡

151 channels 1 ['tʃænlz] n. 通道；通路 名词channel的复数形式.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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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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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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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cole 1 [kəul] n.油菜

156 Colman 1 ['kəulmən] n.科尔曼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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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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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160 connor 1 [kɔnə] n.康纳（男子名）

161 corrin 1 ['kɒrɪn] n. 咕啉

162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163 creator 1 [kri'eitə] n.创造者；创建者

164 defining 1 [dɪ'faɪnɪŋ] adj. 定义性的；限定的 动词define的现在分词.

165 destroy 1 [di'strɔi] vt.破坏；消灭；毁坏

166 detailed 1 ['di:teild, di'teild] adj.详细的，精细的；复杂的，详尽的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过去分词）

167 detective 1 [di'tektiv] adj.侦探的 n.侦探

168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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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170 directing 1 [də'rekt] adj. 直接的；笔直的；坦白的 v. 对准；指挥；指示；命令

171 drag 1 [dræg] vt.拖累；拖拉；缓慢而吃力地行进 vi.拖曳；缓慢而吃力地行进 n.拖；拖累 n.(Drag)人名；(匈)德劳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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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174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175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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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elber 1 埃尔贝

178 emma 1 ['emə] n.艾玛（女子名）

179 end 1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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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entertainer 1 [,entə'teinə] n.演艺人员，表演者

182 escape 1 vt.逃避，避开，避免；被忘掉；被忽视 vi.逃脱；避开；溜走；（气体，液体等）漏出；（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
而）逃脱；声音（不自觉地）由…发出 n.逃跑；逃亡；逃走；逃跑工具或方法；野生种；泄漏

183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184 excellent 1 ['eksələnt] adj.卓越的；极好的；杰出的

185 experienced 1 [ik'spiəriənst] adj.老练的，熟练的；富有经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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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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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89 favorite 1 ['feivərit] n.幸运儿；喜欢的事物；特别喜欢的人 adj.最喜爱的；中意的；宠爱的 n.(Favorite)人名；(英)费沃里特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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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192 fiction 1 ['fikʃən] n.小说；虚构，编造；谎言

193 fictional 1 ['fikʃənl] adj.虚构的；小说的

194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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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football 1 ['fut,bɔ:l] n.足球，橄榄球 vi.踢足球；打橄榄球

196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97 game 1 [geim] n.游戏；比赛 adj.勇敢的 vi.赌博 n.(Game)人名；(英)盖姆；(法)加姆；(西)加梅

198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99 gillian 1 ['dʒiliən] n.吉莉安（女子名，等于Juliana）

200 gilliland 1 n. 吉利兰

201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202 Goldstein 1 戈德斯坦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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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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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guests 1 [ɡest] n. 客人；宾客；特别来宾；[动植物]寄生生物 v. 做特邀嘉宾；做特约演员；客串；招待；做客

207 hacks 1 [hæk] n. 劈或砍；乱踢；咳嗽 n. 供出租的马车；雇佣文人；（美口）出租车 vt. 非法侵入(他人计算机系统) vi. 劈或砍；
咳嗽

208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209 hannah 1 ['hænə] n.汉娜（女子名）

210 HBO 1 n. 家庭影院

211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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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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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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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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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14 hired 1 [haird] v.雇用（hire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形式）；租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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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honor 1 ['ɔnə] n.荣誉；信用；头衔 vt.尊敬（等于honour）；给…以荣誉

217 husband 1 ['hʌzbənd] vt.节约地使用（或管理） n.丈夫 n.(Husband)人名；(英)赫斯本德

218 imagined 1 [ɪ'mædʒɪn] vt. 想像；设想；料想；猜想；认为 vi. 想像

219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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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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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Jason 1 ['dʒeisən] n.詹森（男子名）

224 jean 1 [dʒi:n, dʒein] n.牛仔裤；[纺]斜纹棉布

225 josh 1 [dʒɔʃ] vi.戏弄 vt.戏弄 n.玩笑 n.(Josh)人名；(英、印、巴基)乔希(男子教名Josiah的简称)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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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kate 1 [keit] n.凯特（女子名，等于Catherine）

228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229 kin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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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l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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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laugh 1 [lɑ:f, læf] n.笑；引人发笑的事或人 vi.笑 vt.以笑表示；使…笑得

232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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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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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237 literature 1 ['litərətʃə] n.文学；文献；文艺；著作

238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239 Lo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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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241 mare 1 [mεə] n.母马；母驴；月球表面阴暗部 n.(Mare)人名；(意、芬、罗、波、塞)马蕾(女名)，马雷；(俄)玛勒；(英)梅尔

242 Margaret 1 ['mɑ:gərit] n.玛格利特（女子名）

243 matching 1 ['mætʃiŋ] adj.相配的；一致的；相称的 n.匹配 v.使…相配（match的ing形式）

244 mates 1 [meɪt] n. 配偶；伙伴；同事 vt. 使 ... 配对；使 ... 一致 vi. 交配

245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246 memory 1 ['meməri] n.记忆，记忆力；内存，[计]存储器；回忆 n.(Memory)人名；(英)梅默里

247 mentor 1 n.指导者，良师益友 vt.指导

248 mentors 1 英 ['mentɔː (r)] 美 ['mentɔː r] n. 指导者 v. 指导

249 michaela 1 n. 迈克拉

250 minister 1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251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52 Morgan 1 ['mɔ:gən] n.摩根

253 moves 1 [muːv] n.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.

254 movie 1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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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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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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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novel 1 ['nɔvəl] adj.新奇的；异常的 n.小说 n.(Novel)人名；(法、西、英)诺韦尔

259 observers 1 [əb'zɜːvəz] 观测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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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olivia 1 [əu'liviə] n.奥利维亚（女子名）

262 opponent 1 [ə'pəunənt] n.对手；反对者；敌手 adj.对立的；敌对的

263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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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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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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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268 payment 1 ['peimənt] n.付款，支付；报酬，报答；偿还；惩罚，报应

269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270 performer 1 n.演出者；执行者；演奏者

271 peter 1 vt.逐渐消失；耗尽 vi.使…精疲力竭 n.麻醉品；保险箱 n.彼得(男子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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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pieces 1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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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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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player 1 n.运动员，比赛者；游戏者，做游戏的人；演奏者，表演者；演员；播放器

277 players 1 n.队员，参与者；玩家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；迷你音碟机，雷射唱盘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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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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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pr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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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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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
283 princess 1 [prin'ses, 'prinsis] n.公主；王妃；女巨头 n.(Princess)人名；(英)普琳西丝；

284 publication 1 [,pʌbli'keiʃən] n.出版；出版物；发表

285 race 1 n.属，种；种族，人种；家庭，门第；赛事，赛跑 vt.使参加比赛；和…竞赛；使急走，使全速行进 vi.比速度，参加竞
赛；全速行进 n.(Race)人名；(英)雷斯；(塞)拉采

286 radio 1 ['reidiəu] n.收音机；无线电广播设备 vi.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.用无线电发送 n.(Radio)人名；(西)拉迪奥

287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88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89 regularly 1 ['regjələli] adv.定期地；有规律地；整齐地；匀称地

290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291 Richard 1 ['ritʃəd] n.理查德（男子名）

292 roles 1 ['rəʊlz] n. 角色（名词role的复数形式）

293 run 1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
294 saddened 1 ['sædn] v. (使)黯淡；(使)悲伤

295 second 1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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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seeming 1 ['si:miŋ] n.外观 adj.表面上的

298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299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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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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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shand 1 n. 尚德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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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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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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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smart 1 [smɑ tː] adj.聪明的；巧妙的；敏捷的；厉害的；潇洒的；剧烈的；时髦的 n.(Smart)人名；(法)斯马尔；(英、德)斯马特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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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soccer 1 ['sɔkə] n.英式足球，足球

308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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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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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311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312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313 supporting 1 [sə'pɔ:tiŋ] adj.支持的；辅助性的；次要的 n.支持；支承面 v.支持；供养（support的ing形式）

314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315 talks 1 ['tɔː ks] 会谈

316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317 teammate 1 ['ti:mmeit] n.队友，同队队员

318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319 thatcher 1 ['θætʃə] n.盖屋匠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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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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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ties 1 [taɪz] tie的复数形式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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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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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328 trains 1 [treɪn] n. 列车；火车；行列；一系列 vt. 训练；培训；瞄准 vi. 进行锻炼，接收训练；练习

329 tries 1 [traɪ] v. 试验；尝试；设法；努力；审判；考验 n. 尝试；试验；（橄榄球）持球触地得分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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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us 1 pron.我们

332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33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334 ve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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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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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waddingham 1 [人名] 沃丁厄姆; [地名] [英国] 沃丁厄姆

337 wedding 1 ['wediŋ] n.婚礼，婚宴；结婚；结合 v.与…结婚（wed的ing形式） n.(Wedding)人名；(德)韦丁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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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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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win 1 vt.赢得；在…中获胜 vi.赢；获胜；成功 n.赢；胜利 n.(Win)人名；(德、荷、缅)温；(英)温(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)

341 winner 1 ['winə] n.胜利者 n.(Winn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纳

342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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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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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4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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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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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writers 1 ['raɪtəz] 作家

348 writing 1 ['raitiŋ] n.书写；作品；著作；[法]笔迹 v.书写（writ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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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51 youn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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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younger 1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
353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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