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3-02 [Arts and Culture] Ghana Artist Finds New Market for
Hand-Painted Movie Poster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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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ra 1 [ə'krɑ:] n.阿克拉（加纳共和国首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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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to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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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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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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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10 advertise 1 ['ædvətaiz] vt.通知；为…做广告；使突出 vi.做广告，登广告；作宣传

11 advertisement 1 [əd'və:tismənt, ,ædvə'taizmənt] n.广告，宣传

12 advertising 1 ['ædvətaiziŋ] n.广告；广告业；登广告 adj.广告的；广告业的 v.公告；为…做广告（advertise的ing形式）

13 African 3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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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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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7 and 1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8 anum 1 n.(Anum)人名；(土)阿努姆

19 appeal 1 [ə'pi:l] vi.呼吁，恳求；上诉；诉诸，求助；有吸引力，迎合爱好；（体育比赛中）诉诸裁判 n.呼吁，请求；吸引力，
感染力；上诉；诉诸裁判 vt.将…上诉，对…上诉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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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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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rtist 1 ['ɑ:tist] n.艺术家；美术家（尤指画家）；大师

23 artists 2 英 ['a:tists] 美 ['ɑ:tists] n. 艺术家（名词ar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4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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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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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7 beauty 1 ['bju:ti] n.美；美丽；美人；美好的东西

28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29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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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ollywood 1 英 ['bɒliwʊd] 美 ['bɑ lːiwʊd] n. 宝莱坞(印度电影中心）

32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33 Bruce 1 [bru:s] n.布鲁斯（男名）

34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35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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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utch 1 [butʃ] n.充当男性角色的女同性恋者；粗鲁的男人或男孩 adj.男性化的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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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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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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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Cassidy 1 n. 卡西迪; 卡茜迪

41 centre 1 ['sentə] vi.以…为中心 vt.集中；将…放在中央 n.中心 adj.中央的

42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3 Chinese 1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44 collecting 1 [kə'lekt] v. 收集；聚集；募捐；运走；使（自己）镇定

45 colorful 1 ['kʌləful] adj.华美的；有趣的；富有色彩的

46 comfort 1 ['kʌmfət] n.安慰；舒适；安慰者 vt.安慰；使（痛苦等）缓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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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ompeted 1 [kəm'piː t] v. 竞争；比赛；对抗

49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50 conversation 1 n.交谈，会话；社交；交往，交际；会谈；（人与计算机的）人机对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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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53 country 2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乐
的

54 course 1 n.科目；课程；过程；进程；道路；路线，航向；一道菜 vt.追赶；跑过 vi.指引航线；快跑

55 crazy 1 ['kreizi] adj.疯狂的；狂热的，着迷的

56 culture 2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57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特

58 Daniel 1 ['dænjəl] n.丹尼尔（男子名）

59 descriptive 1 [di'skriptiv] adj.描写的，叙述的；描写性的

60 designers 1 [dɪ'zaɪnəz] 设计师

61 designs 1 [dɪ'zaɪn] n. 设计；图样；图案；目的 v. 设计；计划

62 details 1 n.细节（detail的复数）；详细资料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三单形式）

63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64 disappear 1 [,disə'piə] vi.消失；失踪；不复存在 vt.使…不存在；使…消失

65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66 drop 1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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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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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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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esthetic 2 [i:s'θetik] adj.审美的（等于aesthetic）；感觉的 n.美学；审美家；唯美主义者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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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73 exaggerate 1 [ig'zædʒəreit] vt.使扩大；使增大 vi.夸大；夸张

74 exaggerated 1 [ig'zædʒəreitid] adj.夸张的，言过其实的 v.夸张，夸大（exaggerate的过去式）

75 exhibition 1 [,eksi'biʃən] n.展览，显示；展览会；展览品

76 exhibitions 1 [eksɪ'bɪʃnz] 制造业展览会

77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78 explained 1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
79 extreme 1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
80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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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film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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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finds 1 [faɪnd] v. 发现；找到；认为；觉得；感到；裁决；判定 n. 发现

84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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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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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6 forms 1 ['fɔː 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
87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88 frimpong 2 弗林蓬

89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0 gained 1 [geɪnd] adj.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91 Ghana 5 ['gɑ:nə] n.加纳（非洲西部国家）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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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greatly 1 ['greitli] adv.很，大大地；非常

94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95 guns 1 ['ɡʌnz] 枪炮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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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7 hand 3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
98 hang 1 ['hæŋ] vt.悬挂，垂下；装饰；绞死；使悬而未决 vi.悬着，垂下；被绞死；悬而不决 n.悬挂；暂停，中止 n.(Hang)人名；
(罗)汉格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康；(老)汉；(柬)韩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杭

99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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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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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is 4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04 historical 1 [his'tɔrikəl] adj.历史的；史学的；基于史实的

105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06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
107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108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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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imaginative 1 adj.富于想象的；有创造力的

111 importance 1 [im'pɔ:təns] n.价值；重要；重大；傲慢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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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3 included 2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14 independent 1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
115 interest 2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116 interested 1 ['intristid, 'intər-] adj.感兴趣的；有权益的；有成见的 v.使…感兴趣（interest的过去分词）

117 internationally 1 [,intə'næʃənəli] adv.国际性地；在国际间

118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119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0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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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jasper 7 ['dʒæspə] n.碧玉；墨绿色 n.(Jasper)人名；(德)雅斯佩尔；(西)哈斯佩尔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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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
124 Joseph 1 ['dʒəuzif] n.约瑟夫（男子名）；约瑟（圣经中雅各的第十一子）

125 kid 1 [kid] n.小孩；小山羊 vt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vi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adj.小山羊皮制的；较年幼的 n.(Kid)人名；(英)基德

126 knowledge 1 ['nɔlidʒ] n.知识，学问；知道，认识；学科 n.(Knowledge)人名；(南非)诺利奇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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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larg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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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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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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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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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lee 1 [li:] n.保护；背风处 adj.保护的；庇荫的；避风的 n.(Lee)人名；(朝)李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利；(中)李(广东话·威
妥玛)

133 local 3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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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5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136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137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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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market 3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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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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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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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145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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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Newman 1 ['nju:mən] n.纽曼（男子名）

148 n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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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none 1 [nʌn] pron.没有人；一个也没有；没有任何东西 adj.没有的，一点没有的 adv.决不，一点也不 n.(None)人名；(葡、罗)诺
内；(日)野根(姓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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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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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objects 1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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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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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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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opens 1 英 ['əʊpənz] 美 ['oʊpənz] v. 打开 动词ope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59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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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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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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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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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165 owning 1 英 [əʊn] 美 [oʊn] adj. 自己的；特有的 n. 自己的东西 v. 承认；拥有

166 owns 1 英 [əʊn] 美 [oʊn] adj. 自己的；特有的 n. 自己的东西 v. 承认；拥有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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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painted 3 ['peintid] adj.描画的；着色的；刷上油漆的 v.油漆（pai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Painted)人名；(瑞典)帕因特德

169 painting 1 ['peintiŋ] n.绘画；油画；着色 v.绘画（paint的ing形式）；涂色于 n.(Painting)人名；(英)佩因廷

170 paintings 3 ['peɪntɪŋz] n. 绘画作品；绘画艺术 名词painting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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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pair 1 [pεə] n.一对，一双，一副 vt.把…组成一对 n.(Pair)人名；(英、法)佩尔

172 Paul 1 [pɔ:l] n.保罗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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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period 2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175 phones 1 英 [fəʊn] 美 [foʊn] n. 电话；电话机；听筒；耳机；[语]音素 v. 打电话 suf. 表示“声音”或“说 ... 语言的人”

176 physical 1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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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placed 1 [pleɪst] adj. 名列前茅的（多指赛马）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9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180 pop 1 [pɔp] n.流行音乐；汽水；砰然声；枪击 vi.突然出现；爆开；射击；瞪大；发出爆裂声 vt.取出；开枪打；抛出；突然伸
出；突然行动 adj.流行的；通俗的；热门的 adv.突然；砰地 abbr.邮局协议（postofficeprotocol） n.(Pop)人名；(罗、捷、塞)波
普

181 popular 3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182 poster 3 ['pəustə] n.海报，广告；招贴 n.(Poster)人名；(英)波斯特

183 posters 11 ['pəʊstəz] 招贴广告

184 presented 1 ['preznt] n. 礼物；现在 adj. 出席的；现在的；当前的；存在的 v. 提出；赠送；呈现

185 printed 1 adj.印刷的；印花样的；已印好的 v.[印刷]印刷；出版（print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；铭记

186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187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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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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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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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92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193 report 1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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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
196 represent 1 [,repri'zent] vt.代表；表现；描绘；回忆；再赠送 vi.代表；提出异议

197 representations 1 [reprɪzen'teɪʃnz] n. 陈述

198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99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200 rooms 1 [ruːm] n. 房间；空间；机会 v. 寄宿；给…提供留宿

201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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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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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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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5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
206 selling 1 ['seliŋ] n.销售；出售 v.出售（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(Selling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塞林

207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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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210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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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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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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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specific 1 [spi'sifik] adj.特殊的，特定的；明确的；详细的；[药]具有特效的 n.特性；细节；特效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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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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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Stat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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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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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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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220 studio 1 ['stju:diəu, 'stu:-] n.工作室；[广播][电视]演播室；画室；电影制片厂

221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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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sundance 1 n.太阳舞（车名）; 日之舞（歌曲名）; 圣丹斯（电影节名）; 圣得西（服装品牌名）

224 supernatural 2 [,sju:pə'nætʃərəl] adj.超自然的；神奇的，不可思议的 n.超自然现象；不可思议的事

225 symbol 1 ['simbəl] n.象征；符号；标志

226 symbols 1 ['simbəls] n.符号；象征；标志；符号表（symbol的复数）

227 t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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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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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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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the 2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31 theaters 3 n. 影剧院，剧院（theater复数）

232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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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em 4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34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35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36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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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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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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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throu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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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242 to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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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3 tradition 2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
244 traditionally 1 [trə'diʃənəli] adv.传统上；习惯上；传说上

245 travolta 1 特拉沃尔塔 成功的东山再起（尤指拍了数部卖座不佳的影片之后的东山再起）

246 unfinished 1 [,ʌn'finiʃt] adj.未完成的

247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248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49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250 us 1 pron.我们

251 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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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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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254 valued 1 ['vælju:d] adj.重要的；宝贵的；贵重的；经估价的

255 violence 1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256 violent 1 ['vaiələnt] adj.暴力的；猛烈的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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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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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wall 1 [wɔ:l] n.墙壁，围墙；似墙之物 vt.用墙围住，围以墙 adj.墙壁的 n.(Wall)人名；(英)沃尔；(德、芬、捷、瑞典)瓦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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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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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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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watched 1 英 [wɒtʃ] 美 [wɑ tːʃ] v. 注视；看守；观看 n. 手表；监视；看守；值班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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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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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67 westerns 1 ['westənz] n. 西部的人或物 名词western的复数.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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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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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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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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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with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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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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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6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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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7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78 workspace 1 英 ['wɜːkspeɪs] 美 ['wɜ rːkspeɪs] n. 工作空间

279 worse 1 [wə:s, 'wə:s] adj.更坏的；更差的；更恶劣的（bad的比较级）；（病情）更重的（ill的比较级） adv.更糟；更坏；更恶劣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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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82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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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