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0-26 [Arts and Culture] Shooting Death Leads to Calls to Ban
Real Guns on Film Set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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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cident 1 ['æksidənt] n.事故；意外；[法]意外事件；机遇

4 according 1 adj.相符的；一致的；相应的；和谐的；调和的 adv.依照；根据；按照 v.给予(accord的现在分词)；使和谐一致；使
符合；使适合

5 ac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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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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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ctor 3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
8 actors 1 ['æktəz] n.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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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dded 4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11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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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lec 2 ['ælik] n.亚历克（男子名）

14 Alexi 1 n. 亚历克西

15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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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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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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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mmunition 3 [,æmju'niʃən] n.弹药；军火 vt.装弹药于 vi.装弹药

19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0 and 1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1 anger 1 ['æŋgə] n.怒，愤怒；忿怒 vt.使发怒，激怒；恼火 vi.发怒；恼火 n.(Anger)人名；(罗)安杰尔；(法)安热；(德、捷、瑞典)
安格尔

22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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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nymore 1 ['eni'mɔ:] adv.再也不，不再

25 anything 3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26 appealed 1 [ə'piː l] n. 恳求；呼吁；上诉；吸引力 n. (体育比赛中)诉请裁决 v. 呼吁；有吸引力；求助；诉请

27 appealing 1 [ə'pi:liŋ] adj.吸引人的；动人的；引起兴趣的；恳求似的 v.恳求（appeal的ing形式）；将…上诉

28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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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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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shley 2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31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32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33 assistant 1 [ə'sistənt] n.助手，助理，助教 adj.辅助的，助理的；有帮助的

34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5 association 1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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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38 Baldwin 3 ['bɔ:ldwin] n.鲍尔温苹果；鲍尔温（姓氏）

39 ban 3 [bæn] vt.禁止，取缔 n.禁令，禁忌 n.(Ban)人名；(日)蕃(名)；(缅、老、柬)班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万；(法)邦；(中)饼(广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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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·威妥玛)；(德、塞、罗、阿拉伯)巴恩；(英)班恩

40 banned 1 [bæn] v. 禁止；剥夺权利 n. 禁令；禁止

41 battles 1 ['bætl] n. 战斗；争斗 v. 与 ... 作战；与 ... 竞争

42 be 6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3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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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igger 1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
46 bill 1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
47 blanks 6 [blæŋk] adj. 空白的；茫然的 n.[C] 空白；空白处

48 Broadway 1 ['brɔ:dwei] n.百老汇（美国纽约市戏院集中的一条大街）

49 bullet 2 ['bulit] n.子弹；只选某党全部候选人的投票；豆子 vi.射出；迅速行进 n.(Bullet)人名；(法)比莱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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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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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all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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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
54 calls 1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55 can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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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57 Caty 2 卡蒂

58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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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gi 3 [ˌsiː dʒiː 'aɪ] abbr. 公共网关接口(=Common Gateway Interface) abbr abbr. 计算机影像显示(=computer-generated images)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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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63 cinematographer 3 [,sinəmə'tɔgrəfə] n.放映技师；电影摄影技师

64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65 cold 1 [kəuld] adj.寒冷的；冷淡的，不热情的；失去知觉的 n.寒冷；感冒 adv.完全地

66 computer 2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67 computers 2 [kəm'pju tːəz] n.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.

68 confirmed 1 [kən'fə:md] adj.确认的；保兑的；坚定的；惯常的 v.确证；使坚定（confirm的过去分词）；批准

69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70 continued 1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
71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72 court 1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(法)库尔

73 craig 1 [kreig] n.克雷格（男子名）

74 create 2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75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76 creates 1 [kri'ː eɪts] n. 创立 创建.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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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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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80 d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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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death 3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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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depending 1 [dɪ'pendɪŋ] n. 依赖；信任；决定于 动词depend的现在分词形式.

83 desired 1 [di'zaiəd] adj.渴望的；想得到的 v.渴望，要求（desir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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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5 dill 2 [dil] n.[园艺]莳萝；莳萝的种子 n.(Di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迪尔

86 directly 1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87 director 4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88 directors 1 [dɪ'rektəz] 董事

89 distant 1 adj.遥远的；冷漠的；远隔的；不友好的，冷淡的

90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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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document 1 n.文件，公文；[计]文档；证件 vt.记录，记载

92 documents 1 英 ['dɒkjumənt] 美 ['dɑːkjumənt] n. 文件；公文；文档 vt. 记载；(用文件等)证明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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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95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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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98 effects 2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99 employees 1 [ˌemplɔɪ'iː 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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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equity 1 ['ekwəti] n.公平，公正；衡平法；普通股；抵押资产的净值

102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103 eve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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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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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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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exciting 1 [ik'saitiŋ] adj.令人兴奋的；使人激动的 v.激动；刺激（excite的ing形式）；唤起

107 excuse 2 [ik'skju:z, ik'skju:s] n.借口；理由 vt.原谅；为…申辩；给…免去 vi.作为借口；请求宽恕；表示宽恕

108 expressed 1 [ɪk'spres] n. 快车；快递；专使 adj. 明确的；急速的；直接的 adv. 用快递 vt. 表达；表示；挤压出；快递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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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111 field 1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112 fierstein 1 n. 菲尔斯坦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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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filming 4 ['filmiŋ] n.拍摄；摄影；薄膜形成 v.拍摄（film的ing形式）；以薄膜覆盖

115 filmmakers 1 n.制片人（filmmaker的复数）

116 film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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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fire 2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开
枪；激动；烧火

118 firearm 1 ['faiərɑ:m] n.火器；枪炮

119 firearms 1 英 ['faɪ̩ ɑ rːmz] 美 ['faɪə̩ ɑːmz] n. 火器；轻武器 名词firearm的复数形式.

120 fired 1 n.因祸得福（电影名） f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121 firing 1 ['faiəriŋ] n.开火；烧制；解雇；生火 v.开火；烧制；解雇（fire的ing形式）；点燃；激励 n.(Firing)人名；(英)法尔林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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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124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125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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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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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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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garbus 2 n. 加伯斯

130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131 generate 1 vt.使形成；发生；生殖；产生物理反应

132 generated 1 [d'ʒenəreɪtɪd] adj. 生成的 动词gen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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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glamorization 2 ['ɡlæməraɪz] vt. 使 ... 有魅力； 美化 =glamourize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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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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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gun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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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gunfire 1 ['gʌn,faiə] n.炮火；炮火声

139 guns 9 ['ɡʌnz] 枪炮

140 gunshot 1 ['gʌnʃɔt] n.射击；射程；炮击 adj.射击的；枪炮射击所致的

141 gunshots 1 n.枪炮射击，枪炮声( gunshot的名词复数 ); 枪炮的射程

142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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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3 halyna 3 哈雷娜

144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45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6 Harvey 1 ['hɑ:vi] n.哈维（男子名）

147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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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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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hawley 3 n. 霍利

150 h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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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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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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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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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Hollywood 6 ['hɔliwud] n.好莱坞

155 hospital 1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156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157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158 Hutchins 5 n.(Hutchins)人名；(英)哈钦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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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imagery 2 ['imidʒəri] n.像；意象；比喻；形象化

161 imagination 1 [i,mædʒi'neiʃən] n.[心理]想象力；空想；幻想物

162 i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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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3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64 industry 4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65 influence 1 ['influəns] n.影响；势力；感化；有影响的人或事 vt.影响；改变

166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67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168 involves 1 英 [ɪn'vɒlv] 美 [ɪn'vɑ lːv] vt. 包含；使忙于；牵涉；使卷入；使陷入

169 is 1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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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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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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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Joel 1 ['dʒəuəl] n.（圣经中的）约耳书；约珥（圣经人物）

173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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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kill 1 [kil] vt.杀死；扼杀；使终止；抵消 vi.杀死 n.杀戮；屠杀 adj.致命的；致死的 n.(Kill)人名；(德)基尔

175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176 killing 1 ['kiliŋ] adj.杀害的；迷人的；使人筋疲力尽的 n.杀戮；谋杀；猎获物 v.杀死；消磨；毁掉（kill的ing形式） n.(Killing)人
名；(德)基林

177 labor 1 ['leibə] n.劳动；工作；劳工；分娩 vi.劳动；努力；苦干 vt.详细分析；使厌烦 n.(Labor)人名；(德、塞、法)拉博尔；(英)
拉博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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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launched 1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180 law 2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181 lead 1 [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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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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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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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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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live 3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187 liz 1 [liz] n.莉斯（女子名）

188 loaded 2 ['ləudid] adj.负荷的；装填子弹的；装好胶卷的；喝醉了的（美国俚语）；阔绰的（美国俚语） v.装载（load的变形）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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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0 magic 1 ['mædʒik] n.巫术；魔法；戏法 adj.不可思议的；有魔力的；魔术的 n.(Magic)人名；(英)马吉克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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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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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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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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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meaning 1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
197 Mexico 1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198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199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200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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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movie 5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202 moviemaking 1 n.制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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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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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no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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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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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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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nothing 1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
210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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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 object 1 ['ɔbdʒikt, -dʒekt, əb'dʒekt] n.目标；物体；客体；宾语 vt.提出…作为反对的理由 vi.反对；拒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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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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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On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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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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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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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or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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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org 1 [ɔ:g] abbr.非盈利组织（Otherorganizations） n.(Org)人名；(瑞典)奥里

220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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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23 outer 1 ['autə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远离中心的 n.环外命中

224 outlawed 1 ['aʊtlɔː ] n. 被剥夺法律保护的人；逃犯；反叛者 v. 使 ... 失去法律保护；将 ... 逐出社会；宣告非法

225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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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227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28 performer 1 n.演出者；执行者；演奏者

229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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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petition 4 [pi'tiʃən] n.请愿；请愿书；祈求；[法]诉状 vi.请愿；请求 vt.请愿；请求；恳求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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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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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234 powder 1 ['paudə] n.粉；粉末；[化工][军]火药；尘土 vt.使成粉末；撒粉；搽粉于 vi.搽粉；变成粉末

235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236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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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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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produce 2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239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240 producer 1 [prəu'dju:sə] n.制作人，制片人；生产者；发生器

241 production 2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242 productions 1 n.生产( production的名词复数 ); 产量; 产品; 出示

243 project 1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244 projectiles 1 [prəd'ʒektaɪlz] 弹丸

245 prop 3 n.支柱，支撑物；支持者；道具；（橄榄球中的）支柱前锋 vt.支撑，支持，维持；使倚靠在某物上

246 public 1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247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248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249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250 real 1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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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52 rea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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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recovering 1 [ri'kʌvəriŋ] n.恢复；再生；补偿 v.恢复；再生（recover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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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4 reported 2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255 reporter 1 [ri'pɔ:tə] n.记者

256 representations 1 [reprɪzen'teɪʃnz] n. 陈述

257 requirements 1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258 rising 1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259 rookie 1 ['ruki] n.新手 新人

260 rubber 1 n.橡胶；橡皮；合成橡胶；按摩师；避孕套 adj.橡胶制成的 vt.涂橡胶于；用橡胶制造 vi.扭转脖子看；好奇地引颈而
望 n.(Rubber)人名；(西)鲁韦尔

261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62 rust 1 [rʌst] n.锈；生锈；[植保]锈病 vt.使生锈；腐蚀 vi.生锈；成铁锈色；变迟钝 n.(Rust)人名；(英)拉斯特；(德、捷、瑞典)鲁
斯特；(法)吕斯特

263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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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66 scene 1 [si:n] n.场面；情景；景象；事件

267 seem 2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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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se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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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270 sets 2 n.[数]集合，设置（set的复数） v.放置（set单三形式）

271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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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72 shooting 2 ['ʃu:tiŋ] n.射击；打猎；摄影；射门 v.射击（shoot的ing形式）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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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4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275 show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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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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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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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80 souza 2 索萨

281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282 special 2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283 specialist 1 ['speʃəlist] n.专家；专门医师 adj.专家的；专业的

284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285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286 stage 1 [steidʒ] n.阶段；舞台；戏剧；驿站 vt.举行；上演；筹划 vi.举行；适于上演；乘驿车旅行 n.(Stage)人名；(英)斯特奇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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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state 1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289 st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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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stori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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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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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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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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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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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talent 2 ['tælənt] n.才能；天才；天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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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6 taught 1 [tɔ:t] v.教授（teach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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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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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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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the 4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02 there 7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303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04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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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Thompson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306 tired 1 ['taiəd] adj.疲倦的；厌倦的，厌烦的 v.疲倦；对…腻烦（tir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307 to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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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08 toy 1 [tɔi] n.玩具；小装饰品；不值钱的东西 vi.玩弄；调情；随随便便地对待 adj.作为玩具的；玩物似的 n.(Toy)人名；(英、土)
托伊；(法)图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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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tragedy 3 ['trædʒidi] n.悲剧；灾难；惨案

311 travels 1 ['trævəlz] n. 漫游；旅行 名词travel的复数形式.

312 treated 1 [triː tɪd] v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 vbl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

313 trips 1 [trɪp] n. 旅行；摔倒；差错；轻快的步伐 vt. 使跌倒；使失败；使犯错；起锚；竖帆 vi. 绊倒；旅行；轻快地走；失误；
结巴

314 twitter 2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
315 universes 1 n.宇宙( universe的名词复数 ); 天地万物; 星系; 某种经验体系

316 us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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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used 5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318 using 4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19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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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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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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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24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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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weapon 1 ['wepən] n.武器，兵器

326 weaponry 1 ['wepənri] n.兵器，武器（总称）

327 weapons 2 n.武器（weapon的复数）；武装切换；斗争工具 v.武装（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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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330 weekend 1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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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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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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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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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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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why 5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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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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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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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1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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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wounding 1 ['wuːndɪŋ] n. 伤害 adj. 刺伤的 动词wound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44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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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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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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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wrote 5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349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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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zobel 2 n. 佐贝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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