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2-11 [Arts and Culture] Movie_ New 'West Side Story' Is Cast
'Authentically' 词频表词频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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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in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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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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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nd 1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to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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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is 1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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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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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story 10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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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t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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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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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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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new 8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4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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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ca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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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film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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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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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side 5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
19 spielberg 5 n.斯皮尔伯格（美国著名导演）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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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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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we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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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24 actors 4 ['æktəz] n.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.

25 Alvarez 4 阿尔瓦雷斯 n.(Alvarez)人名；(英、西、葡、瑞典)阿尔瓦雷斯

26 English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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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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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group 4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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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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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Puerto 4 n.垭口，港口，山口 n.(Puerto)人名；(西)普埃尔托

32 authentically 3 [ɔ'θentikəli] adv.真正地，确实地；可靠地

33 casting 3 ['kɑ:stiŋ] n.铸造；铸件；投掷；角色分配 v.铸造；投掷；投向；选派演员；扔掉（cast的ing形式）

34 charact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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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forward 3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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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Latin 3 ['lætin] adj.拉丁语的；拉丁人的 n.拉丁语；拉丁人

38 Moreno 3 莫雷诺（男子名）

39 musical 3 ['mju:zikəl] adj.音乐的；悦耳的 n.音乐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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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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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Spanish 3 ['spæniʃ] adj.西班牙的；西班牙人的；西班牙语的 n.西班牙语；西班牙人

42 States 3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43 step 3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44 united 3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45 wa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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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47 actor 2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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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America 2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50 anita 2 [ə'ni:tə] n.安尼塔（女子名）

51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52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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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audience 2 [ˈɔː diəns] n.观众；听众；读者；接见；正式会见；拜会

54 based 2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55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56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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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Caty 2 卡蒂

58 groups 2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59 hear 2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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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huge 2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62 integrity 2 [in'tegrəti] n.完整；正直；诚实；廉正

63 larger 2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64 Latino 2 [lə'ti:nəu] adj.拉丁美洲的；拉丁美洲人的 n.拉丁美洲人 n.(Latino)人名；(意、葡)拉蒂诺

65 lo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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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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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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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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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percent 2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
70 performance 2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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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privilege 2 n.特权；优待 vt.给予…特权；特免

73 productions 2 n.生产( production的名词复数 ); 产量; 产品; 出示

74 rita 2 ['ri:tə] n.丽塔（女子名）

75 shark 2 [ʃɑ:k] n.鲨鱼；骗子 vi.诈骗 vt.敲诈

76 sharks 2 英 [ʃɑːk] 美 [ʃɑ rːk] n. 鲨鱼 n. 贪婪的人；放高利贷的人；老手 v. 诈取；诈骗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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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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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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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speaking 2 ['spi:kiŋ] adj.演讲的；富于表情的，雄辩的 n.说话；演讲 v.讲（speak的ing形式）

81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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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television 2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
83 theaters 2 n. 影剧院，剧院（theater复数）

84 toge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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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Tony 2 ['təuni] n.托尼（男名）

86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87 us 2 pron.我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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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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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wor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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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1 academy 1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
92 accounting 1 n.会计，会计学；账单 v.解释（account的ing形式）；叙述

93 accurate 1 ['ækjurət] adj.精确的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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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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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adv 1 ['ædvɜːb] abbr. 副词（=adverb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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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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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00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01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02 ancestry 1 ['ænsestri] n.祖先；血统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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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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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Ariana 1 n. 阿里安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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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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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8 atte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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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audiences 1 ['ɔː diənsɪz] 受众

110 Australia 1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111 award 1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112 backstory 1 n. 背景故事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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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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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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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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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beloved 1 [bi'lʌvid, -'lʌvd] adj.心爱的；挚爱的 n.心爱的人；亲爱的教友

118 benefit 1 n.利益，好处；救济金 vt.有益于，对…有益 vi.受益，得益

119 bernardo 1 n. 伯纳多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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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122 boys 1 n.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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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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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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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choosing 1 v.选择；决定（choose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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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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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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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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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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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culture 1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135 dancer 1 ['dɑ:nsə] n.舞蹈家；舞蹈演员；舞女；跳舞者 n.(Dancer)人名；(英)丹瑟

136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137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138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139 distrust 1 [di'strʌst] vt.不信任 n.不信任 怀疑

140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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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doc 1 [dɔk] abbr.通信部（DepartmentofCommunications）；商务部（DepartmentofCommerce）

142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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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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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46 employed 1 [ɪm'plɔɪd] adj. 被雇用的；使用的 动词empl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47 ensure 1 [in'ʃuə] vt.保证，确保；使安全

148 equal 1 ['i:kwəl] adj.平等的；相等的；胜任的 vt.等于；比得上 n.对手；匹敌；同辈；相等的事物

149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50 everybody 1 ['evri,bədi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

151 exist 1 [ig'zist] vi.存在；生存；生活；继续存在

152 exists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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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fair 1 [fεə] adj.公平的；美丽的，白皙的；[气象]晴朗的 adv.公平地；直接地；清楚地 vi.转晴 n.展览会；市集；美人 n.(Fair)人
名；(英、芬)费尔

155 f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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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finally 1 ['fainəli] adv.最后；终于；决定性地

157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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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girls 1 ['ɡɜ lː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
160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161 greatly 1 ['greitli] adv.很，大大地；非常

162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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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3 Heights 1 n.高度（电影名）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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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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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6 honest 1 ['ɔnist] adj.诚实的，实在的；可靠的；坦率的

167 hoped 1 英 [həʊpt] 美 [hoʊpt] adj. 希望的；盼望的 动词ho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68 hostility 1 [hɔ'stiləti] n.敌意；战争行动

169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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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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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integrate 1 ['intigreit, 'intigrit, -greit] vt.使…完整；使…成整体；求…的积分；表示…的总和 vi.求积分；取消隔离；成为一体 adj.整
合的；完全的 n.一体化；集成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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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jet 1 [dʒet] n.喷射，喷嘴；喷气式飞机；黑玉 adj.墨黑的 vt.射出 vi.射出；[航]乘喷气式飞机

175 jets 1 [dʒet] n. 喷气式飞机；喷口；喷射；喷气式发动机 v. 喷射；喷出；搭乘喷射式飞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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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Juliet 1 ['dʒu:ljət] n.朱丽叶（莎士比亚剧女主人公）

178 Kushner 1 n. 库什纳

179 language 1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180 large 1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181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82 latinos 1 英 [læ'tiː nəʊ] 美 [læ'tiː noʊ] n. 拉丁美洲人 adj. 拉丁美洲人的

183 laughter 1 ['lɑ:ftə, 'læf-] n.笑；笑声

184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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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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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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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189 lucila 1 卢西拉

190 Maria 1 [riə; 'mεəriə] n.玛丽亚（女名）

191 minority 1 n.少数民族；少数派；未成年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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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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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195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196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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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numerous 1 ['nju:mərəs] adj.许多的，很多的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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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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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opened 1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
202 opposing 1 英 [ə'pəʊzɪŋ] 美 [ə'poʊzɪŋ] adj. 反作用的；反向的；相反的；对立的 动词oppose的现在分词.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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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oscars 1 abbr.one-way synchronous collision avoidance and ranging system 单路同步防撞与测距系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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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07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08 ourselves 1 [,auə'selvz, ,ɑ:-] pron.我们自己；我们亲自

209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210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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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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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perform 1 [pə'fɔ:m] vt.执行；完成；演奏 vi.执行，机器运转；表演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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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played 1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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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
218 pocket 1 ['pɔkit] n.口袋；钱；容器 vt.隐藏；忍受；将…放入衣袋 vi.形成袋或囊 adj.小型的，袖珍的；金钱上的

219 pockets 1 英 ['pɒkɪt] 美 ['pɑːkɪt] n. 口袋；袋子；球袋；钱；小块地方；在...掌握之中；保障金 adj. 小型的；孤立的；局部的 v.
装…在口袋里；私吞；击(球)落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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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praised 1 [preɪz] vt. 赞美；称赞 n. 赞美；称赞；崇拜 vi. 赞美

222 presents 1 [p'rɪzents] n. 礼物 名词present的复数形式.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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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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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proportion 1 n.比例，占比；部分；面积；均衡 vt.使成比例；使均衡；分摊

226 proportions 1 [prə'pɔː ʃəns] n. 大小 名词proportion的复数形式.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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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229 realize 1 vt.实现；认识到；了解；将某物卖得，把(证券等)变成现钱；变卖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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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1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32 recognizing 1 ['rekəgnaɪzɪŋ] v. 承认；认出，识别（动词recogniz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233 relationship 1 [ri'leiʃənʃip] n.关系；关联

234 replaces 1 [rɪ'pleɪs] vt. 取代；替换；放回原处；偿还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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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represented 1 [ˌreprɪ'zent] vt. 表现；表示；描绘；代表；象征；说明；阐明 vi. 提出异议

237 respect 1 [ri'spekt] n.尊敬，尊重；方面；敬意 vt.尊敬，尊重；遵守

238 rica 1 ['riː kə] (=reverse immune cytoadhesion) 反向免疫细胞粘着,(=right internal carotid artery) 右颈内动脉

239 rich 1 adj.富有的；肥沃的；昂贵的 adj.油腻的，含有很多脂肪 n.(Rich)人名；(丹)里克；(捷)里赫；(英、西)里奇；(葡、法)里什

240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241 Romeo 1 ['rəumiəu] n.罗密欧（莎士比亚悲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之男主角）；热恋的男子

242 same 1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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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search 1 [sə:tʃ] vi.搜寻；调查；探求 vt.搜索；搜寻；调查；搜查；探求 n.搜寻；探究，查究 n.(Search)人名；(英)瑟奇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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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see 1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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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8 Shakespeare 1 n.莎士比亚（1564-1616，英国诗人、剧作家）

249 shand 1 n. 尚德

250 sigal 1 n. 铝硅防锈颜料

251 signs 1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252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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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society 1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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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spent 1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
257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258 steven 1 ['sti:vən] n.史蒂文（男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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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260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261 suddenly 1 ['sʌdnli] adv.突然地；忽然

262 susan 1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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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4 teenagers 1 ['tiː nˌeɪdʒəz] n. 青少年 名词teenager的复数形式.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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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theater 1 ['θiətə, 'θi:ə-] n.电影院，戏院，剧场；戏剧；手术室

267 theatrical 1 [θi'ætrikəl, θi:-] adj.戏剧性的；剧场的，戏剧的；夸张的；做作的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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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70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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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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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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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tragic 1 ['trædʒik] adj.悲剧的；悲痛的，不幸的

275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
276 twenty 1 ['twenti] n.二十；二十年代 num.二十 adj.二十的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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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79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280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81 valentina 1 n. 瓦伦蒂娜(女子名)

282 version 1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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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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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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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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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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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290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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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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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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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William 1 ['wiljəm] n.威廉（男子名）；钞票，纸币

295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296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97 work 1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298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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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301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02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303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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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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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