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0-02 [Arts and Culture] Bond Is Back in Movie Theaters with
'No Time to Die'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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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and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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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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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ilm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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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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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of 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8 i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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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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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bond 7 n.债券；结合；约定；粘合剂；纽带 vi.结合，团结在一起 vt.使结合；以…作保 n.(Bo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西、刚(金)、瑞
典)邦德

11 tim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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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 die 5 [dai] vi.死亡；凋零；熄灭 vt.死，死于… n.冲模，钢模；骰子 n.(Die)人名；(西)迭；(阿拉伯)迪埃

14 no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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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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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7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8 someth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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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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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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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craig 3 [kreig] n.克雷格（男子名）

23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4 happen 3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25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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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7 pandemic 3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8 pl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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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premiere 3 [pri'miə, prə'mjer] adj.首位的；初次的；女主角的 vi.初次公演；首次露面 vt.初次公演；初次上演 n.初次的演出；女主角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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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such 3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32 theaters 3 n. 影剧院，剧院（theater复数）

33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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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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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agent 2 ['eidʒənt] n.代理人，代理商；药剂；特工 vt.由…作中介；由…代理 adj.代理的 n.(Agent)人名；(罗)阿真特

37 anticipated 2 [æn'tɪsɪpeɪtɪd] adj. 预期的；预先的

38 attend 2 [ə'tend] vt.出席；上（大学等）；照料；招待；陪伴 vi.出席；致力于；照料；照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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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audience 2 [ˈɔː diəns] n.观众；听众；读者；接见；正式会见；拜会

40 ba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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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British 2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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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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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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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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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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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etc 2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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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gave 2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50 gre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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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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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53 London 2 ['lʌndən] n.伦敦

54 lynch 2 [lintʃ] n.私刑；私刑处死；（英）田埂 vt.处以私刑；以私刑处死 n.(Lynch)人名；(法)兰什；(英、德、西)林奇

55 magnificent 2 [mæg'nifisənt] adj.高尚的；壮丽的；华丽的；宏伟的

56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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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played 2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58 pleasant 2 ['plezənt] adj.令人愉快的，舒适的；讨人喜欢的，和蔼可亲的 n.(Pleasant)人名；(英)普莱曾特

59 relaxed 2 [ri'lækst] adj.松懈的，放松的；悠闲的，自在的；不严格的，不拘束的 v.rela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60 relief 2 n.救济；减轻，解除；安慰；浮雕

61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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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sh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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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65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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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stars 2 [stɑ:z] n. 星星，明星（star的复数形式）

67 suave 2 [swɑ:v] adj.柔和的，温和的；文雅的，娴雅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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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think 2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70 tim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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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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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villain 2 ['vilən] n.坏人，恶棍；戏剧、小说中的反派角色；顽童；罪犯 n.(Villain)人名；(法)维兰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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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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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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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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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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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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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alongside 1 [ə'lɔŋ'said] adv.在旁边 prep.在……旁边

81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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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83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84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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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87 attended 1 [ə'tendɪd]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88 autumn 1 ['ɔ:təm] n.秋天；成熟期；渐衰期，凋落期 adj.秋天的，秋季的 n.(Autumn)人名；(英)奥特姆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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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beautiful 1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
91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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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behaving 1 [bɪ'heɪv] v. 表现；行为；举止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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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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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97 brings 1 [brɪŋz] v. 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劝诱（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98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99 casino 1 [kə'si:nəu] n.俱乐部，赌场；娱乐场 n.(Casino)人名；(西、法)卡西诺

100 catch 1 [kætʃ] vt.赶上；抓住；感染；了解 vi.赶上；抓住 n.捕捉；捕获物；窗钩

101 Caty 1 卡蒂

102 celebrate 1 vt.庆祝；举行；赞美；祝贺；宣告 vi.庆祝；过节；举行宗教仪式

103 celebrities 1 [sə'lebrəti] n. 名人；名誉；社会名流

104 cinema 1 ['sinəmə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，电影制作术 n.(Cinema)人名；(意)奇内马

105 cinemas 1 ['sɪnəməz] 电影院

106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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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109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110 concert 1 [kən'sə:t, 'kɔnsə:t] n.音乐会；一致；和谐 vt.使协调；协同安排 vi.协调；协力 adj.音乐会用的；在音乐会上演出的

111 confident 1 ['kɔnfidənt] adj.自信的；确信的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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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14 cre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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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16 dan 1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117 Daniel 1 ['dænjəl] n.丹尼尔（男子名）

118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119 delayed 1 [di'leid] adj.延时的；定时的 v.延迟（delay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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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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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23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24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125 expecting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126 famil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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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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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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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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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fifth 1 [fifθ] adj.第五的；五分之一的 n.第五；五分之一 num.第五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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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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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for 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33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134 gather 1 ['gæðə] vt.收集；收割；使…聚集；使…皱起 vi.聚集；化脓；皱起 n.聚集；衣褶；收获量 n.(Gather)人名；(德)加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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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g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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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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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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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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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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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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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145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46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47 impressive 1 [im'presiv] adj.感人的；令人钦佩的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

148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49 into 1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
150 introduces 1 [ˌɪntrə'djuːsɪs] vt. 介绍；引进 动词introdu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51 jamaica 1 [dʒə'meikə] n.牙买加（拉丁美洲一个国家）

152 James 1 [dʒeimz] n.詹姆斯（姓氏，男子名）；《雅各书》

153 kevin 1 ['kevin] n.凯文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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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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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lea 1 [li:] n.草地 n.(Lea)人名；(西、意、罗、匈、挪、德、芬)莱亚；(英)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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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59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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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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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love 1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
163 Madeleine 1 ['mædəlin; mɑ:d'len] n.玛德琳蛋糕；马德琳（女子名，等于Madelin）

164 maher 1 n. 马希尔

165 malek 1 n. 马利克

166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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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MGM 1 abbr. Metro-Goldwyn-Mayer (美国)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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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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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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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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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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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Nomi 1 ['nəʊmaɪ] (=nomifensine) 氨苯甲异喹, 8-氨基-4-苯基-2-甲基四氢异喹啉,(=nonocclusive mesenteric infarction) 非阻塞性肠系膜
梗塞,(=nonocclusive mesenteric ischemia) 非阻塞性肠系膜缺血

174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75 novak 1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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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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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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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original 1 [ə'ridʒənəl] n.原件；原作；原物；原型 adj.原始的；最初的；独创的；新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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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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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peaceful 1 ['pi:sful] adj.和平的，爱好和平的；平静的

183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184 performed 1 英 [pə'fɔː m] 美 [pər'fɔː 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185 pictures 1 ['pɪktʃəz] n.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.

186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
187 pre 1 abbr.炼油工程师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）

188 premier 1 ['premjə, pri'miə, 'pri:m-] adj.第一的；最初的 n.总理，首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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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rainy 1 ['reini] adj.下雨的；多雨的 n.(Rainy)人名；(英)雷尼

191 rami 1 ['reimai] n.支（ramus的复数） n.(Rami)人名；(法、西、意、芬、塞)拉米

192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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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retirement 1 [ri'taiəmənt] n.退休，退役

195 returning 1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
196 reviews 1 [rɪ'vju ]ː n. 复习；回顾；检讨；评审 vt. 检阅；评论；温习；检讨 vi. 写评论

197 role 1 [rəul] n.角色；任务 n.(Ro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赤几)罗莱

198 royal 1 ['rɔiəl] adj.皇家的；盛大的；女王的；高贵的；第一流的 n.王室；王室成员

199 royale 1 [rɔi'æl] n.蛋糕饰块（用作汤中饰菜） n.(Royale)人名；(英)罗亚尔

200 secret 1 ['si:krit] n.秘密；秘诀；机密 adj.秘密的；机密的 n.(Secret)人名；(法)塞克雷

201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202 sees 1 abbr.扩展企业应用套件（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）

203 shand 1 n. 尚德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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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5 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206 situations 1 [sɪtʃ'ʊeɪʃnz] 现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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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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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spectre 1 ['spektə] n.幽灵；妖怪；鬼性（等于specter）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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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212 stops 1 英 [stɒp] 美 [stɑːp] v. 停止；阻止；停留 n. 停止；逗留；车站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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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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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Swann 1 n. 斯旺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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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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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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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220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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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2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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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unpleasant 1 [,ʌn'plezənt] adj.讨厌的；使人不愉快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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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watc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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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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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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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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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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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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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2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33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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