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3-26 [Arts and Culture] Will a Streaming Service Movie
Finally Win Best Picture Oscar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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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movie 15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4 of 1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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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i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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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streaming 8 ['stri:miŋ] n.流；（英）按能力分组 v.流动（stream的ing形式）

8 be 7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9 best 7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特

10 is 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 i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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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service 7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13 and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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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5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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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picture 6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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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mo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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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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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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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ward 4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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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coda 4 ['kəudə] n.结尾部分；终结句；尾声；终曲 n.(Coda)人名；(法、西、意)科达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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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nominated 4 ['nɒmɪneɪtɪd] adj. 被提名的；被任命的 动词nom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6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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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performance 4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28 t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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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think 4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30 ticket 4 ['tikit] n.票；入场券，标签；（美）候选人名单；证明书；交通罚款单 vt.加标签于；指派；对…开出交通违规罚单

31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2 win 4 vt.赢得；在…中获胜 vi.赢；获胜；成功 n.赢；胜利 n.(Win)人名；(德、荷、缅)温；(英)温(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)

33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4 actors 3 ['æktəz] n.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.

35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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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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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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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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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industry 3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40 Oscar 3 ['ɔskə] n.（美）奥斯卡金像奖；钱；奥斯卡（男子名）

41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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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sales 3 [seilz] adj.销售的，售货的；有关销售的 n.销售（sale的复数）；销售额 n.(Sales)人名；(意、西、葡)萨莱斯；(法)萨勒；
(英)塞尔斯

44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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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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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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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three 3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48 top 3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高
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49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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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won 3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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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apple 2 n.苹果，苹果树，苹果似的东西；[美俚]炸弹，手榴弹，（棒球的）球；[美俚]人，家伙。

53 appreciate 2 [ə'pri:ʃieit] vt.欣赏；感激；领会；鉴别 vi.增值；涨价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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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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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6 awards 2 英 [ə'wɔː d] 美 [ə'wɔː 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57 buzz 2 vt.使嗡嗡叫；暗中散布 vi.作嗡嗡声；东奔西忙 n.嗡嗡声 n.网络口碑（消费者或网民对于品牌、产品等广告主在乎的事情
在网上发出的各种声音） n.(Buzz)人名；(英)巴兹

58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59 deaf 2 [def] adj.聋的

60 dune 2 [dju:n] n.（由风吹积而成的）沙丘

61 exper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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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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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64 gai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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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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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guild 2 [gild] n.协会，行会；同业公会 n.(Guild)人名；(英)吉尔德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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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9 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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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0 home 2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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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landscape 2 n.风景；风景画；景色；山水画；乡村风景画；地形；（文件的）横向打印格式 vt.对…做景观美化，给…做园林
美化；从事庭园设计 vi.美化（环境等），使景色宜人；从事景观美化工作，做庭园设计师

73 main 2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74 matlin 2 n. 马特林

75 media 2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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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nominees 2 [nɒmɪ'niː z] 被提名者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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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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9 services 2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80 Sunday 2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81 us 2 pron.我们

82 Washington 2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83 wat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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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watching 2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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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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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88 actress 1 ['æktris] n.女演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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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91 alley 1 ['æli] n.小巷；小路；小径 n.(Alley)人名；(英)阿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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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94 amazon 1 ['æməzɔn] 亚马逊；古希腊女战士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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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angeles 1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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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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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100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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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103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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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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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Boston 1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
108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109 buy 1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110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11 Chastain 1 n. 查斯顿

112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113 choices 1 ['tʃɔɪsɪs] n.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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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116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
117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118 content 1 ['kɔntent] n.内容，目录；满足；容量 adj.满意的 vt.使满足 n.(Content)人名；(法)孔唐

119 continuously 1 [kən'tɪnjuəsli] adv. 不断地；连续地

120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21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122 daughter 1 ['dɔ:tə] n.女儿；[遗][农学]子代 adj.女儿的；子代的

123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124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25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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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dog 1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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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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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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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32 excited 1 [ik'saitid] adj.兴奋的；激动的；活跃的 v.激动；唤起（excite的过去分词）

133 expands 1 [ɪk'spænd] v. 使 ... 膨胀；详述；扩张；增加；张开

134 eyes 1 n.眼睛（eye的复数） n.(Eyes)人名；(英)艾斯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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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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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faye 1 n. 费伊(人名)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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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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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141 follows 1 ['fɒləʊz] n. 跟随；遵照 名词follow的复数形式.

142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43 globe 1 [gləub] n.地球；地球仪；球体 vt.使…成球形 vi.成球状

144 god 1 [gɔd] n.神；（大写首字母时）上帝 vt.膜拜，崇拜 n.(God)人名；(索、阿拉伯)古德

145 grateful 1 ['greitful] adj.感谢的；令人愉快的，宜人的

146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147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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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50 HBO 1 n. 家庭影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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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153 Hollywood 1 ['hɔliwud] n.好莱坞

154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155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6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57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158 jessica 1 ['dʒesikə] n.杰西卡（女子名）

159 Kerry 1 ['keri] n.黑色的小乳牛（英国产）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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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62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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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lesser 1 ['lesə] adj.较少的；次要的；更小的 adv.较少地；更小地；不及 n.(Lesser)人名；(英、德)莱塞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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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lifts 1 [lɪfts] n. 脚手架工足；起重机 名词lift的复数形式.

167 l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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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Los 1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英)洛斯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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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Manchester 1 ['mæntʃistə] n.曼彻斯特（英格兰西北部一大城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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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marke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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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marlee 1 n. 玛莉

173 max 1 n.]完全；彻底；最大限度；最大量；最大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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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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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netflix 1 ['netfliː ks] n. 出租DVD；在线观看电影的网站。

177 newspaper 1 ['nju:s,peipə, 'nju:z-] n.报纸 报社 旧报纸

178 nightmare 1 ['naitmεə] n.恶梦；梦魇般的经历 adj.可怕的；噩梦似的

179 nomination 1 [,nɔmi'neiʃən] n.任命，提名；提名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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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82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183 option 1 ['ɔpʃən] n.[计]选项；选择权；买卖的特权

184 options 1 ['ɒpʃnz] 选择；选择权,名词option的复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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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87 ov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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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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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paper 1 ['peipə] n.纸；论文；文件；报纸 adj.纸做的 vt.用纸糊；用纸包装 vi.贴糊墙纸；发交通违章传票 n.(Paper)人名；(俄)帕
佩尔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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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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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permits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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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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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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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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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publication 1 [,pʌbli'keiʃən] n.出版；出版物；发表

199 purchased 1 ['pɜ tːʃəst] adj. 购买的 动词purch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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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202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03 regularly 1 ['regjələli] adv.定期地；有规律地；整齐地；匀称地

204 rented 1 ['rentid] adj.租用的 v.租用；撕裂（rent的过去分词）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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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207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08 Richard 1 ['ritʃəd] n.理查德（男子名）

209 screen 1 [skri:n] n.屏，幕；屏风 vt.筛；拍摄；放映；掩蔽 vi.拍电影 n.(Screen)人名；(英)斯克林

210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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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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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
214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215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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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sh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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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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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sid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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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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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spokesperson 1 ['spəuks,pə:s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222 spotlight 1 n.聚光灯；反光灯；公众注意的中心 vt.聚光照明；使公众注意 n.（Spotlight）聚焦

223 streamer 1 ['stri:mə] n.彩色纸带；饰带；长旗；横幅 n.(Streamer)人名；(英)斯特里默

224 streamers 1 n. 水流纹（因显影搅动不正常而产生的不平均显影结果）；飘带；燕尾服（streamer的复数形式）

225 studios 1 英 ['stjuːdiəʊ] 美 ['stuːdioʊ] n. 画室；工作室；播音室；制片厂；摄影场

226 subscribe 1 [səb'skraib] vi.订阅；捐款；认购；赞成；签署 vt.签署；赞成；捐助

227 subscribers 1 [səbsk'raɪbəz] n. 捐款人；订阅者 名词subscriber的复数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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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230 tammy 1 ['tæmi] n.一种便帽（等于tam-o'-shanter）；棉经毛纬平纹呢（等于tammie）；滤汁布 n.(Tammy)人名；(英)塔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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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33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34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235 tickets 1 ['tɪkɪt] n. 票；券；标签；罚单；候选人名单 vt. 加标签于；售票；开罚单；检票，查验票证

236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237 TV 1 ['ti:'vi:] abbr.电视（television）

238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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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241 viewers 1 ['vjuːəz] n. 观看者；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.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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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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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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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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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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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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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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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51 winner 1 ['winə] n.胜利者 n.(Winn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纳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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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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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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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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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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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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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