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2-03-29 [Arts and Culture] Emotional Night at Oscars for Best
Actor Winner Will Smith 词汇表
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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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about

abuse 1 [ə'bju:z, ə'bju:s] n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；弊端；恶习，陋习 vt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 n.(Abuse)人名；(英)阿比斯
3 academy 2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4 accept 1 [ək'sept] vt.接受；承认；承担；承兑；容纳 vi.承认；同意；承兑
5 acceptance 1 [ək'septəns] n.接纳；赞同；容忍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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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2
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8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9 actor 5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10 actors 1 ['æktəz] n.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.
11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2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13 advertisement 1 [əd'və:tismənt, ,ædvə'taizmənt] n.广告，宣传
14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15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16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17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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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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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 angeles 2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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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 apologize 2 [ə'pɔlədʒaiz] vi.道歉；辩解；赔不是 vt.道歉；谢罪；辩白
24 apologized 1 [ə'plɒlədʒaɪzd] adj. 道歉的 动词apolog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25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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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27 arts 1 [a:ts] n.文科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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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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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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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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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audience 2 [ˈɔːdiəns] n.观众；听众；读者；接见；正式会见；拜会
32 award 2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33 back 2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后
31

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bad 2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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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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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 became 3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38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39 bes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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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

特
40

between

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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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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 biggest 2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43 blank 1 [blæŋk] adj.空白的；空虚的；单调的 n.空白；空虚；空白表格 vt.使…无效；使…模糊；封锁 vi.消失；成为空白 n.(Blank)
41

人名；(法)布朗克；(英、德、西、俄、罗、捷、瑞典、芬)布兰克

blog 1 英 [blɒɡ] 美 [blɑːɡ] n. 博客；网络随笔；日志
45 broadcast 1 ['brɔ:dkɑ:st, -kæst] vt.播送，播放；（无线电或电视）广播；播撒（种子） vi.广播，播送；播放 n.广播；播音；广播
44

节目 adj.广播的

broadcaster 1 ['brɔ:d,kɑ:stə, -,kæstə] n.广播公司；广播员；播送设备；撒播物
47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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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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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 calmed 1 [kɑːm] adj. 平静的；冷静的 v. (使)平静；(使)镇静 n. 镇定；平静；平稳
50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51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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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

的）食品罐头

careful 1 ['kεəful] adj.仔细的，小心的
53 c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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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52

抛垂钓鱼钩；计算，把几个数字加起来 n.(Cast)人名；(法)卡斯特

chris 1 [kris] n.克里斯（男子名）；克莉丝（女子名）
55 Christianity 1 [,kristi'ænəti] n.基督教；基督教精神，基督教教义
56 coda 1 ['kəudə] n.结尾部分；终结句；尾声；终曲 n.(Coda)人名；(法、西、意)科达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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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 comment 1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59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60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61 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62 cuts 1 [kʌts] n.切口；（分摊到的）份额；近路（cut的复数） v.剪（cu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[机]切割；砍倒
63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64 Daniel 1 ['dænjəl] n.丹尼尔（男子名）
65 deaf 1 [def] adj.聋的
66 defender 1 [di'fendə] n.防卫者，守卫者；辩护者；拥护者；卫冕者
67 denzel 2 登塞尔
68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69 devil 2 n.魔鬼；撒旦；家伙；恶棍；淘气鬼；冒失鬼 vt.虐待，折磨；（用扯碎机）扯碎；（替作家，律师等）做助手；抹辣味
54

料烤制或煎煮

did 3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71 directly 1 [英 [dəˈ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72 dispute 2 [dis'pju:t, 'dis-] vt.辩论；怀疑；阻止；抗拒 vi.争论 n.辩论；争吵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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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0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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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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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5 earlier 2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76 emotional 1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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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8 enters 1 英 ['entə(r)] 美 ['entər] v. 进入 【计算机】送入
79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80 evil 1 ['i:vəl] adj.邪恶的；不幸的；有害的；讨厌的 n.罪恶，邪恶；不幸
81 exchange 1 [iks'tʃeindʒ] n.交换；交流；交易所；兑换 vt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 vi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
82 explained 1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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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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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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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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6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87 father 1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88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89 fierce 1 [fiəs] adj.凶猛的；猛烈的；暴躁的 n.(Fierce)人名；(英)菲尔斯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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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1 fir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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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4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or 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93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92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95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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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4
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gathered 1 ['gæðəɒ] adj. 聚集的；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98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99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100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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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01 hair 2 [hεə] n.头发；毛发；些微 vt.除去…的毛发 vi.生长毛发；形成毛状纤维 adj.毛发的；护理毛发的；用毛发制成的
102 hairless 1 ['hεəlis] adj.无毛的；秃顶的
103 ha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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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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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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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6 h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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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7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97
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109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110 hell 1 [hel] n.地狱；究竟（作加强语气词）；训斥；黑暗势力 vi.过放荡生活；飞驰 int.该死；见鬼（表示惊奇、烦恼、厌恶、恼
108

怒、失望等） n.(Hell)人名；(柬)海；(西)埃利；(德、匈、捷、罗、芬、瑞典)黑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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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12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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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14 his 10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115 historic 1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116 hit 2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117 Hollywood 1 ['hɔliwud] n.好莱坞
118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119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120 i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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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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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incident 1 ['insidənt] n.事件，事变；插曲 adj.[光]入射的；附带的；易发生的，伴随而来的
122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23 insult 2 [in'sʌlt] vt.侮辱；辱骂；损害 n.侮辱；凌辱；无礼
124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125 Islam 1 ['izlɑ:m] n.伊斯兰教 n.(Islam)人名；(阿拉伯、巴基、孟)伊斯兰
126 i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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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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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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formationtechnology

Jada 2 n. 杰达
128 Jane 2 [dʒein] n.简（女子名）
129 joke 2 [dʒəuk] n.玩笑，笑话；笑柄 vt.开…的玩笑 vi.开玩笑 n.(Joke)人名；(英)乔克；(塞)约凯
130 Judaism 1 ['dʒu:deiizəm] n.犹太教；犹太主义；（总称）犹太人
131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132 ki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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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127

(德、英、葡、捷、西)金；(中)金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京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京

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134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135 language 1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136 largely 1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137 later 2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138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139 legal 1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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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1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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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2 l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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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3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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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3
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145 Lo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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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44

英)洛斯

lo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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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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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8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149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150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151 military 1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152 minutes 1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153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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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46

以)莫雷
15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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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os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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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7 mouth 1 [mauθ] n.口，嘴；河口 vt.做作地说，装腔作势地说；喃喃地说出 vi.装腔作势说话
158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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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6

(姓)；(英)内姆

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161 night 4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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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3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164 of 1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165 off 2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166 offensive 1 [ə'fensiv] adj.攻击的；冒犯的；无礼的；讨厌的 n.攻势；攻击
167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168 okay 1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v.可以；对；很好地 adj.可以；对；不错 n.同意，批准 int.好；行
169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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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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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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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1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172 o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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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3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174 organizations 1 [ˌɔː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175 organizers 1 ['ɔːɡənaɪzəz] n. 组织者（organizer的复数）
176 Oscar 2 ['ɔskə] n.（美）奥斯卡金像奖；钱；奥斯卡（男子名）
177 oscars 5 abbr.one-way synchronous collision avoidance and ranging system 单路同步防撞与测距系统
178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179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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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0

灭；驱逐
18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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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page

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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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4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185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186 performers 1 n. 表演者；执行者（performer的复数形式）
187 perry 1 ['peri] n.梨酒
188 picture 2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189 pictures 1 ['pɪktʃəz] n.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.
190 pinkett 4 n. 平克特
191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192 played 1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193 players 1 n.队员，参与者；玩家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；迷你音碟机，雷射唱盘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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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5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196 preparing 1 [prɪ'peərɪŋ] adj. 准备的；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.
197 presenter 1 n.提出者；推荐者；赠送者；任命者；主持人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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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82
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pretend 2 [pri'tend] vi.假装，伪装，佯装 adj.假装的 vt.假装，伪装，模拟
200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201 reacted 1 [ri'ækt] v. 反应；反攻
202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203 religion 1 [ri'lidʒən] n.宗教；宗教信仰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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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5 Richard 3 ['ritʃəd] n.理查德（男子名）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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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9

辛；(英)赖辛

rock 9 [rɔk] n.岩石；摇滚乐；暗礁 vt.摇动；使摇晃 vi.摇动；摇晃 n.(Ro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意、瑞典)罗克
208 ruler 1 ['ru:lə] n.尺；统治者；[测]划线板，划线的人
209 runs 1 [rʌnz] n.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；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.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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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7

拉伯)赛义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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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

say

212

sciences

1 科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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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eat 1 [si:t] n.座位；所在地；职位 vt.使…坐下；可容纳…的；使就职
214 second 1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213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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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6 se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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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7 serena 1 [sə'reinə] n.塞丽娜（女子名）
218 servic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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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9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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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5

话·威妥玛)

shocked 1 adj. 震惊的 动词sho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21 shouted 1 ['ʃaʊtɪd] v. 呼喊；高声呼叫（动词shou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22 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223 situation 2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224 smile 1 [smail] vi.微笑 n.微笑；笑容；喜色 vt.微笑着表示 n.(Smile)人名；(塞)斯米莱
225 smith 19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226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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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8 sound 2 [saund] vt.听（诊）；测量，测…深；使发声；试探；宣告 n.声音，语音；噪音；海峡；吵闹；听力范围；[医]探条 adj.
220

健全的，健康的；合理的；可靠的；有效彻底的 adv.彻底地，充分地 vi.听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回响；测深

speech 2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230 spirit 1 ['spirit] n.精神；心灵；情绪；志气；烈酒 vt.鼓励；鼓舞；诱拐
231 sta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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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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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229
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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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4 story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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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5 streaming 1 ['stri:miŋ] n.流；（英）按能力分组 v.流动（stream的ing形式）
236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237 take 2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233

的）售得金额

talked 1 [tɔːk] v. 交谈；商讨；演讲；阐述；劝服 n. 谈话；会谈；讨论；讲话；空谈
239 television 3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240 tennis 1 n.网球（运动） n.（英）坦尼斯（人名）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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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2 the 4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43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244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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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5 to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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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8

(普通话·威妥玛)

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247 tru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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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8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249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250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251 tyler 1 ['tailə] n.泰勒（男子名）；秘密会所看守人（共济会的）
252 unforgettable 1 [,ʌnfə'getəbl] adj.难忘的
253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254 up 1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255 us 2 pron.我们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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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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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258 Venus 1 ['vi:nəs] n.[天]金星；维纳斯（爱与美的女神）
259 viewers 3 ['vjuːəz] n. 观看者；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.
260 violence 1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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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2 VOA 2 英 [ˌviː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263 wait 1 [weit] vt.等候；推迟；延缓 vi.等待；耽搁；伺候用餐 n.等待；等候 n.(Wai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特
264 walked 2 [wɔːk] v. 步行；陪...走；散步；偷走；走过 n. 步行；散步；人行道
265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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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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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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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57

韦尔

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270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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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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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9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274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275 wife 3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276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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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7 Williams 3 ['wiljəmz] n.威廉姆斯（男子名）
278 wi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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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79 winner 1 ['winə] n.胜利者 n.(Winn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纳
280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281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282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83 word 1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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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85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286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287 yelling 1 [jel] v. 大叫 n. 大喊
288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289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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