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0-25 [Arts and Culture] 'The Harder They Fall' Updates the
Western Movie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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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3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4 actor 2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
5 actors 2 ['æktəz] n.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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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ds 1 abbr.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(=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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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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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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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ntihero 1 [,ænti'hiərəu] n.非英雄主角；反英雄

13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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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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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rt 3 n.（包括雕塑、绘画、音乐等的）艺术，美术；美术（作）品；艺品（作）品；（表演）艺术；技术，技巧； adj.艺术
的；艺术品的；具有艺术性的 v.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，过时用法

17 a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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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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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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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k 1 [bæŋk] n.银行；岸；浅滩；储库 vt.将…存入银行；倾斜转弯 vi.堆积；倾斜转弯 n.(B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)班克；(法、
匈)邦克

21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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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24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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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27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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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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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lood 1 [blʌd] n.血，血液；血统 vt.从…抽血；使先取得经验 n.(Blood)人名；(英、西)布拉德

31 bodies 1 英 ['bɒdi] 美 ['bɑːdi] n. 身体；主体；正文；主要部分；尸体；躯体；团体 v. 赋…以形体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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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oy 1 [bɔi] n.男孩；男人 n.(Boy)人名；(英、德、西、意、刚(金)、印尼、瑞典)博伊；(法)布瓦

34 Briton 1 ['britən] n.英国人；大不列颠人

35 buck 3 [bʌk] n.（美）钱，元；雄鹿；纨绔子弟；年轻的印第安人或黑人 n.(Buck)人名；(英、西)巴克；(法)比克；(德、瑞典、
匈)布克

36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37 Bullitt 1 n.(Bullitt)人名；(英)布利特

38 b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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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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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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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called 1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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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aty 2 卡蒂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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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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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hild 1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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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inematography 2 [,sinəmə'tɔgrəfi] n.电影艺术

48 clash 1 [klæʃ] n.冲突，不协调；碰撞声，铿锵声 vi.冲突，抵触；砰地相碰撞，发出铿锵声 vt.使碰撞作声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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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lergyman 1 ['klə:dʒimən] n.牧师；教士

51 cloth 1 [klɔθ, klɔ:θ] n.布；织物；桌布 adj.布制的 n.(Cloth)人名；(德)克洛特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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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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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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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owboys 1 ['kaʊbɔɪz] 牛仔

57 criminal 2 ['kriminəl] n.罪犯 adj.刑事的；犯罪的；罪恶的

58 cross 1 n.交叉，十字；十字架，十字形物 vi.交叉；杂交；横过 vt.杂交；渡过；使相交 adj.交叉的，相反的；乖戾的；生气的

59 cut 1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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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directed 1 [di'rektid, dai-] adj.定向的；经指导的；被控制的 v.指导；管理（dir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2 discussion 1 [dis'kʌʃən] n.讨论，议论

63 door 1 [dɔ:] n.门；家，户；门口；通道 n.(Door)人名；(英)多尔

64 edge 1 [edʒ] n.边缘；优势；刀刃；锋利 vt.使锐利；将…开刃；给…加上边 vi.缓缓移动；侧着移动 n.(Edge)人名；(英)埃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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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67 Elba 1 ['elbə] n.厄尔巴岛（意大利西岸的岛屿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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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em 1 [em] n.西文排版行长单位 adj.全身长的 pron.他们（等于them） abbr.地球质量（earthmass）；放射（emanation）；电子邮件
（email） n.(Em)人名；(德、挪、罗、土)埃姆；(柬)恩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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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enemy 1 ['enimi] n.敌人，仇敌；敌军 adj.敌人的，敌方的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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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enters 1 英 ['entə(r)] 美 ['entər] v. 进入 【计算机】送入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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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existed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
76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77 face 2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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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fall 5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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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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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fan 1 [fæn] vt.煽动；刺激；吹拂 vi.成扇形散开；飘动 n.迷；风扇；爱好者 n.(Fan)人名；(法、俄)法恩；(柬)方

83 fictional 1 ['fikʃənl] adj.虚构的；小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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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film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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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filming 1 ['filmiŋ] n.拍摄；摄影；薄膜形成 v.拍摄（film的ing形式）；以薄膜覆盖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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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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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freed 1 [f'riː d] adj. 释放的 动词fre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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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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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genre 3 n.类型；种类；体裁；样式；流派；风俗画 (Genre)人名；(法)让尔 adj.风俗画的；以日常情景为主题的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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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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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96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97 gun 1 n.枪支；枪状物；持枪歹徒 vi.用枪射击；加大油门快速前进 vt.向…开枪；开大油门 n.(Gun)人名；(瑞典)贡；(英)冈；
(俄、意)古恩

98 harder 5 [ha:də] adj.更难的；更努力的；更坚固的（hard的比较级） n.(Har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哈德

99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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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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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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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03 hero 1 ['hiərəu] n.英雄；男主角，男主人公

104 hidden 1 ['hidən] adj.隐藏的 v.隐藏，躲藏（hide的过去分词） n.(Hidden)人名；(英)希登

105 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06 Hollywood 1 ['hɔliwud] n.好莱坞

107 horses 1 ['hɔː sɪz] n. 马（名词horse的复数形式） v. 骑马；捉弄（动词hors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08 idris 1 n.(Idris)人名；(英、西、哈萨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阿拉伯、乌干)伊德里斯

109 imaginary 1 [i'mædʒinəri] adj.虚构的，假想的；想像的；虚数的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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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1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12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113 is 1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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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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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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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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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jocelyn 1 ['dʒɔsəlin] n.乔斯林（女子名）

119 Jonathan 1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120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121 justice 1 ['dʒʌstis] n.司法，法律制裁；正义；法官，审判员 n.(Justice)人名；(英)贾斯蒂斯，贾斯蒂丝(女名)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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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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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knock 1 [nɔk] vi.敲；打；敲击 vt.敲；打；敲击；批评 n.敲；敲打；爆震声

125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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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known 3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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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leads 1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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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learns 1 英 [lɜːn] 美 [lɜ rːn] v. 学会；学习；得知

131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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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le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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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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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lo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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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mad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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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majors 1 英 ['meɪdʒə(r)] 美 ['meɪdʒər] adj. 较多的；主要的；严重的；(音乐)大调的 n. 成年人；主修（科目）；陆军少校；举足轻重
者 v. 主修

138 ma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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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making 2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140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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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43 Maysville 1 n. 梅斯维尔(在美国；西经 83º33' 北纬 34º15')

144 meal 1 [mi:l] n.一餐，一顿饭；膳食 vi.进餐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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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method 1 ['meθəd] n.方法；条理；类函数 adj.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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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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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motion 1 n.动作；移动；手势；请求；意向；议案 vi.运动；打手势 vt.运动；向…打手势

151 movie 8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152 moviegoers 1 n.常看电影的人( moviegoer的名词复数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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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music 2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155 musician 1 [mju:'ziʃən] n.音乐家

156 nat 1 [nɑ:t] n.守护神，精灵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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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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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of 1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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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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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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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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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or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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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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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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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68 outlaw 3 ['autlɔ:] n.歹徒；罪犯；亡命之徒；被剥夺法律保护者 vt.宣布…为不合法；将…放逐；剥夺…的法律保护 n.(Outlaw)人
名；(英)奥特洛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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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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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171 par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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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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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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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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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photography 1 [fə'tɔgrəfi] n.摄影；摄影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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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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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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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play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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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populated 1 ['pɒpjʊleɪtɪd] adj. 人口稠密的 动词popul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81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182 praise 1 [preiz] n.赞扬；称赞；荣耀；崇拜 vt.赞美，歌颂；表扬 vi.赞美；赞扬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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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prison 1 ['prizən] n.监狱；监禁；拘留所 vt.监禁，关押 n.(Prison)人名；(德)普里松

185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186 producers 1 生产性

187 qualities 1 [统计] 质

188 re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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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190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191 Regina 1 [ri'dʒainə] n.女王；女王称号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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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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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robbery 1 ['rɔbəri] n.抢劫，盗窃；抢掠

195 robs 1 英 [rɒb] 美 [rɑːb] v. 抢劫；掠夺

196 rocks 1 n.[岩]岩石，岩礁；岩石礁石（rock复数形式） v.轻轻摇摆；发抖；演唱摇滚乐（rock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Rocks)
人名；(英、德)罗克斯

197 rufus 2 ['ru:fəs] n.鲁弗斯（男子名）

198 Samuel 2 ['sæmjuəl] n.撒母耳（希伯来先知）；塞缪尔（男子名）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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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scene 3 [si:n] n.场面；情景；景象；事件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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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seeking 1 [siː k] n. 寻找；探索；追求 adj.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.

203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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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shape 1 [ʃeip] n.形状；模型；身材；具体化 vt.形成；塑造，使成形；使符合 vi.形成；成形；成长 n.(Shape)人名；(瑞典)沙佩

206 sharing 1 英 ['ʃeərɪŋ] 美 ['ʃerɪŋ] n. 共享；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.

207 shoot 1 [ʃu:t] vt.射击，射中；拍摄；发芽；使爆炸；给…注射 vi.射击；发芽；拍电影 n.射击；摄影；狩猎；急流

208 shootings 1 n.射击( shooting的名词复数 ); 打猎; 射击竞赛; （通常指犯罪行为的）开枪

209 shot 1 n.发射；炮弹；射手；镜头 adj.用尽的；破旧的；杂色的，闪光的 v.射击（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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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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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

211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212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13 smith 1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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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s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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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songs 1 ['sɒŋz] n.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.

217 soon 2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218 soundtrack 1 ['saʊndtræk] n. 声道；电影配乐；电影原声带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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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stars 1 [stɑ:z] n. 星星，明星（star的复数形式）

221 story 9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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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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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suffered 1 ['sʌfəd] v. 遭受，允许，宽恕（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24 suggestion 1 [səg'dʒestʃən] n.建议；示意；微量，细微的迹象

225 supporters 1 [sə'pɔː 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
226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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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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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terrible 1 ['terəbl] adj.可怕的；很糟的；令人讨厌的 adv.很，非常

230 t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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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the 4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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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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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35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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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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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to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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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0 town 2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241 towns 1 n. 汤斯

242 traditional 1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243 treacherous 1 ['tretʃərəs] adj.奸诈的，叛逆的，背叛的；危险的；不牢靠的

244 trudy 1 ['tru:di] n.特鲁迪（女子名，Gertrude的昵称）

245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246 underrepresented 1 ['ʌndə,repri'zentid] adj.代表名额不足的；未被充分代表的

247 unpredictable 1 [,ʌnpri'diktəbl] adj.不可预知的；不定的；出乎意料的 n.不可预言的事

248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49 updates 1 [ʌp'deɪts] 补充资料, 更新材料

250 ups 1 abbr. 不间断电源(=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) abbr. 联合包裹服务(=United Parcel Service)

251 us 1 pron.我们

252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253 version 1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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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4 violence 2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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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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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want 1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
258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59 watchers 1 n.观看的人，观察的人( watcher的名词复数 )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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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weaver 2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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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west 1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264 western 4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265 westerns 4 ['westənz] n. 西部的人或物 名词western的复数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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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white 3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268 whiteness 1 ['hwaitnis] n.白，洁白，苍白；[矿业]白度

269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70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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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winn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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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wish 1 [wiʃ] n.希望；祝福；心愿 vt.祝愿；渴望；向…致问候语 vi.愿望；需要 n.(Wish)人名；(英)威什

274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75 word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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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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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wound 1 [waund] n.创伤，伤口 vt.使受伤 vi.受伤，伤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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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人名；(英)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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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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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