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0-13 [Arts and Culture] Writer Says Bisexual Superman Is
Not a Gimmick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1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superman 9 ['sju:pəmæn] n.超人，能力非凡的

3 is 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4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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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i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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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of 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7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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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to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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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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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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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Taylor 4 ['teilə] n.泰勒

12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3 and 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4 bisexual 3 [,bai'seksjuəl] adj.两性的；雌雄同体的

15 different 3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16 gimmick 3 n.暗机关；骗人的玩意；花招 vt.使暗机关；搞骗人的玩意

17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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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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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kent 3 [kent] n.肯特（英国东南部州名）；不列颠岛南部的古代盎格鲁所建的王国

20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1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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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t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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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thought 3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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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ppears 2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26 boo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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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colors 2 ['kɒlərz] n. 彩色 名词color的复数形式.

28 comic 2 ['kɔmik] adj.喜剧的；滑稽的；有趣的 n.连环漫画；喜剧演员；滑稽人物

29 curved 2 [kə:vd] adj.弯曲的；弄弯的 n.倒弧角 vt.弯曲（curve的过去式）

30 day 2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31 dc 2 [ˌdiː 'siː ] abbr. 直流(=direct current) abbr. 哥伦比亚特区(=District of Columbia)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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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34 jon 2 [dʒɔn] n.乔恩（男子名）

35 line 2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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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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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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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opportunity 2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
39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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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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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rain 2 [rein] n.雨；下雨；雨天；雨季 vi.下雨；降雨 vt.大量地给；使大量落下 n.(Rain)人名；(法)兰；(英)雷恩；(罗、捷)赖恩

42 rainbow 2 ['reinbəu] n.彩虹；五彩缤纷的排列；幻想 adj.五彩缤纷的；彩虹状的 vt.使呈彩虹状；如彩虹般装饰 vi.呈彩虹状 n.
(Rainbow)人名；(英)雷恩博

43 re 2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44 reporter 2 [ri'pɔ:tə] n.记者

45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46 savior 2 ['seivjə] n.救世主；救星；救助者

47 shines 2 [ʃaɪn] v. 照耀；出色；发光；投光于；使发光 n. 光泽；光辉；阳光；擦皮鞋（美）；喜欢；鬼把戏（复）

48 sky 2 [skai] n.天空；顶点 vt.把…投向空中；把…挂得过高 vi.踢或击高空球；把桨叶翘得过高；飞涨 n.(Sky)人名；(英)斯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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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sometimes 2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51 son 2 [sʌn] n.儿子；孩子（对年轻人的称呼）；男性后裔 n.(Son)人名；(土、老、柬)松；(法、罗)索恩；(日)存(名)；(日)孙
(姓)；(越)山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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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sun 2 [sʌn] n.太阳 vt.使晒 vi.晒太阳 n.(Sun)人名；(中)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孙；(缅)素；(土)松

54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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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through 2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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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writer 2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59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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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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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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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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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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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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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66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67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68 cares 1 n. 关心 名词care的复数形式.

69 Caty 1 卡蒂

70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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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Clark 1 [kla:k] n.克拉克（男子名） n.(Clark)人名；(瑞典、葡、西、芬、斐、意、德、匈、英、土)克拉克

73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74 clothes 1 [kləuðz] n.衣服

75 colored 1 ['kʌləd] adj.有色的；着色的；有色人种的 v.把...染色，粉饰，脸红（color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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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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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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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danger 1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
80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81 device 1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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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83 EL 1 [el] abbr.预期损失（ExpectedLoss）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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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86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87 failure 1 ['feiljə] n.失败；故障；失败者；破产

88 father 1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
89 feels 1 [fiː l] v. 感觉；觉得；触摸；摸起来；认为；摸索 n. 感觉；触觉

90 fighting 1 ['faitiŋ] adj.战斗的；好战的；适于格斗的 n.战斗，搏斗 v.奋斗（fight的ing形式）；打仗；与…进行拳击

91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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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4 gain 1 [gein] n.增加；利润；收获 vt.获得；增加；赚到 vi.增加；获利 n.(Gain)人名；(英、匈、法)盖恩

95 gay 1 [gei] adj.快乐的；放荡的；艳丽的 n.同性恋者 n.(Gay)人名；(西)加伊；(英、法、瑞典、毛里塔)盖伊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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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harm 1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
98 hero 1 ['hiərəu] n.英雄；男主角，男主人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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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01 issue 1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
102 jay 1 [dʒei] n.鸟；松鸡；喋喋不休的人 n.(Jay)人名；(英)杰伊；(法)热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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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Kal 1 [kɑ lː] 粗铁

105 kisses 1 [kɪs] n. 吻；轻触 v. 吻；轻触

106 lane 1 [lein] n.小巷；[航][水运]航线；车道；罚球区 n.(Lane)人名；(英、俄)莱恩；(老)兰；(德、法、意、葡、塞、瑞典)拉内

107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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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lesbian 1 ['lezbiən] adj.[心理]女同性恋的 n.女同性恋者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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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lois 1 ['ləuis] n.洛伊斯（女子名）

112 man 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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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missed 1 [mɪs] n. [M-]小姐 vt. 想念 vt. 错过；漏掉

115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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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nakamura 1 n. 中村(在日本；东经 131º21' 北纬 31º32')

118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119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120 novak 1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121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122 observed 1 [əb'zɜːvd] adj. 被观察的，被观测的 v. 观察，观测（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,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）

123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124 off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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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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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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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128 readers 1 ['riː dəz] n. 读者

129 refugees 1 难民

130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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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
133 rollo 1 ['rɔləu] n.罗洛（男子名）

134 ross 1 [rɔs; rɔ:s] n.罗丝（女性名）

135 saves 1 [seɪv] v. 救；节省；保存 n. 救援，救助

136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137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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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9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140 straight 1 adj.直的；连续的；笔直的；正直的；整齐的；异性恋的 adv.直接地；不断地；立即；坦率地 n.直；直线；直男，直
女，异性恋者 n.(Straight)人名；(英)斯特雷特

141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142 supported 1 [sə'pɔː tɪd] adj.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43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144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145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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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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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150 tom 1 n.雄性动物（尤指雄猫）；汤姆（人名） v.〈美口〉(像汤姆叔一样)逆来顺受

151 transgender 1 [,trænz'dʒendə(r)] n.跨性别；跨性别者

152 trick 1 [trik] n.诡计；恶作剧；窍门；花招；骗局；欺诈 vt.欺骗；哄骗；装饰；打扮 vi.哄骗；戏弄 adj.特技的；欺诈的；有决
窍的 n.(Trick)人名；(英)特里克

153 universe 1 ['ju:nivə:s] n.宇宙；世界；领域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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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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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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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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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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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160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161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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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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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4 wore 1 [wɔ:] v.穿（衣服等）；戴（首饰等）；装着（wear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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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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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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