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3-30 [Arts and Culture] US High Court to Decide How Artists
Can Use Others' Work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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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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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6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7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8 agreed 3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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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1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2 and 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3 android 1 ['ændrɔid] n.机器人

14 andy 4 ['ændi] n.安迪（男子名，等于Andrew）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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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ppeal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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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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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rgued 1 英 ['ɑːɡju ]ː 美 ['ɑ rːɡju ]ː v. 说服；争论；辩论

19 ar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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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rtist 2 ['ɑ:tist] n.艺术家；美术家（尤指画家）；大师

21 artistic 2 [ɑ:'tistik] adj.艺术的；风雅的；有美感的

22 artists 3 英 ['a:tists] 美 ['ɑ:tists] n. 艺术家（名词ar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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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sked 3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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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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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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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asing 1 [beɪs] n. 底部；基地；基础；基数；基线；(棒球)垒；[化]碱 vt. 以 ... 作基础 adj. 卑鄙的；不道德的

30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1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32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33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34 block 1 n.块；街区；大厦；障碍物 vt.阻止；阻塞；限制；封盖 adj.成批的，大块的；交通堵塞的 n.(Blo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芬、罗)布洛克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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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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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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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y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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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all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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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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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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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as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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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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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46 charac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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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ircuit 3 ['sə:kit] n.[电子]电路，回路；巡回；一圈；环道 vi.环行 vt.绕回…环行

48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49 claims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
50 closer 1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
51 code 1 [kəud] n.代码，密码；编码；法典 vt.编码；制成法典 vi.指定遗传密码 n.(Code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科德

52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53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54 continuing 1 [kən'tɪnjuɪŋ] adj. 连续的；持续的；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.

55 copyright 5 ['kɔpi,rait] n.版权，著作权 adj.版权的；受版权保护的 vt.保护版权；为…取得版权

56 copyrighted 1 ['kɒpɪ̩ raɪtɪd] adj. 版权所有的 动词copyrigh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7 corporation 1 n.公司；法人（团体）；社团；市政当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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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ountersue 2 ['kaʊntəsju ]ː 反诉

60 cour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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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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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reation 1 [kri:'eiʃən] n.创造，创作；创作物，产物

63 creative 2 [kri'eitiv] adj.创造性的

64 crew 1 [kru:] n.队，组；全体人员，全体船员 vi.一起工作 vt.使当船员 n.(Crew)人名；(英、西)克鲁

65 damages 1 ['dæmɪdʒɪz] n. 损害赔偿；赔偿费 名词damag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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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dealt 1 [delt] v.处理（dea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8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69 decide 4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70 decided 2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71 decision 5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72 describing 1 [dɪsk'raɪbɪŋ] n. 描述物品 动词describe的现在分词.

73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74 die 1 [dai] vi.死亡；凋零；熄灭 vt.死，死于… n.冲模，钢模；骰子 n.(Die)人名；(西)迭；(阿拉伯)迪埃

75 died 2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76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77 dispute 2 [dis'pju:t, 'dis-] vt.辩论；怀疑；阻止；抗拒 vi.争论 n.辩论；争吵

78 disputed 1 [dɪsp'ju tːɪd] adj. 争议 动词dispu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79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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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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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earlier 3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82 else 2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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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estate 5 n.房地产；财产；身份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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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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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86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87 exploit 2 ['eksplɔit, ik's-] vt.开发，开拓；剥削；开采 n.勋绩；功绩

88 fair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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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fairness 1 ['fεənis] n.公平；美好；清晰；顺利性

90 famous 2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91 Federal 1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92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93 figure 1 ['figə] n.数字；人物；图形；价格；（人的）体形；画像 vi.计算；出现；扮演角色 vt.计算；认为；描绘；象征

94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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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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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97 forwar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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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fought 1 [fɔ:t] v.战斗（fight的过去分词）；打架

99 found 3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00 foundation 4 [faun'deiʃən] n.基础；地基；基金会；根据；创立

101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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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fundamentally 1 [,fʌndə'mentli] adv.根本地，从根本上；基础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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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106 goldsmith 11 ['gəuldsmiθ] n.金匠 n.(Goldsmith)人名；(英、法)戈德史密斯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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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google 1 [gu:gl] 谷歌；谷歌搜索引擎

109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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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1 harmed 1 英 [hɑːm] 美 [hɑ rːm] n. 危害；伤害；损害 vt. 伤害；损害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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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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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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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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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hear 3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17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118 help 1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119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20 he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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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1 high 2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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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3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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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26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127 humorous 1 ['hju:mərəs] adj.诙谐的，幽默的；滑稽的，可笑的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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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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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129 iconic 2 [ai'kɔnik] adj.图标的，形象的

130 idea 2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131 ideas 1 观念

132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33 image 1 ['imidʒ] n.影像；想象；肖像；偶像 vt.想象；反映；象征；作…的像 n.(Image)人名；(法)伊马热

134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135 imitates 1 ['ɪmɪteɪt] vt. 仿效；仿制；模仿

136 i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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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7 into 1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
138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139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0 issue 1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
141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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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43 judge 2 [dʒʌdʒ] vt.判断；审判 n.法官；裁判员 vi.审判；判决 n.(Judge)人名；(英)贾奇

144 justices 2 [d'ʒʌstɪsɪz] 公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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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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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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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la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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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lawyer 1 ['lɔ:jə] n.律师；法学家 n.(Lawyer)人名；(英)劳耶

150 lawyers 1 ['lɔː jəz] 律师

151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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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154 legal 6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155 license 1 ['laisəns] n.执照，许可证；特许 vt.许可；特许；发许可证给

156 licensing 1 v.许可；批准（license的ing形式）

157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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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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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161 looks 2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162 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163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64 ma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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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magazine 1 n.杂志；弹药库；胶卷盒

166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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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168 Martinez 1 n.马丁内斯（男子名）

169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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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171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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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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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music 3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175 musical 1 ['mju:zikəl] adj.音乐的；悦耳的 n.音乐片

176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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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nd 3 abbr.国债（NationalDebt）；国防（NationalDefence）；核装置（NuclearDevice）

179 new 5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80 newsweek 1 [nju:zwi:k] n.新闻周刊（美国一杂志）

181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82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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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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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observed 1 [əb'zɜːvd] adj. 被观察的，被观测的 v. 观察，观测（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,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）

186 of 2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87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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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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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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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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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operating 1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
193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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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oracle 1 ['ɔrəkl, 'ɔ:-] n.神谕；预言；神谕处；圣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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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97 others 3 pron.其他人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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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overturn 1 [,əuvə'tə:n, 'əuvətə:n] vt.推翻；倾覆；破坏 vi.推翻；倾覆 n.倾覆；周转；破灭

200 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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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202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203 paintings 6 ['peɪntɪŋz] n. 绘画作品；绘画艺术 名词painting的复数形式.

204 parody 3 ['pærədi] n.拙劣的模仿；诙谐的改编诗文 vt.拙劣模仿

205 performer 1 n.演出者；执行者；演奏者

206 perio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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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permission 2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
208 permitted 2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209 pers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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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photo 1 ['fəutəu] n.照片

211 photographer 1 [fə'tɔgrəfə] n.摄影师；照相师

212 photographers 1 n. 摄影师；摄像师（photographer的复数）

213 photographs 1 英 ['fəʊtəgræfs] 美 ['foʊtəgræfs] n. 照片 名词photograph的复数形式.

214 photos 1 英 ['fəʊtəʊ] 美 ['foʊtoʊ] n. 照片 v. 拍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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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picture 2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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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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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present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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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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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prince 5 [prins] n.王子，国君；亲王；贵族 n.(Prince)人名；(英、葡)普林斯；(法)普兰斯；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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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223 protected 4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
224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225 publish 1 ['pʌbliʃ] vt.出版；发表；公布 vi.出版；发行；刊印

226 purpose 1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
227 rap 1 [ræp] vt.抢走；轻敲；敲击致使；使着迷 vi.敲击；交谈 n.轻敲

228 reaction 1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
229 recognize 1 ['rekəgnaiz] vt.认出，识别；承认 vi.确认，承认；具结

230 recording 1 [ri'kɔ:diŋ] n.录音；唱片 adj.记录的；记录用的 v.录音；记录；录像（record的ing形式）

231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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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reproduce 1 [,ri:prə'dju:s] vt.复制；再生；生殖；使…在脑海中重现 vi.复制；繁殖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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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rights 2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236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237 Roman 1 ['rəumən] n.罗马人；古罗马语 adj.罗马的；罗马人的

238 Roy 1 [rɔi] n.罗伊（男子名）

239 ruled 1 [ru lː] n. 规则；条例；习惯；统治；直尺 v. 支配；统治；画直线

240 ruling 3 ['ru:liŋ] adj.统治的；主要的；支配的；流行的，普遍的 n.统治，支配；裁定

241 rulings 1 n.裁定，规定( ruling的名词复数 )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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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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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sell 1 [sel] vt.销售；推销；出卖；欺骗 vi.卖；出售；受欢迎；有销路 n.销售；失望；推销术 n.(Sell)人名；(德)泽尔；(英、芬、
瑞典)塞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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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s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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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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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so 1 ['səu, 弱 sə] adv.如此，这么；确是如此 conj.所以；因此 pron.这样 n.(So)人名；(柬)索

249 software 1 ['sɔftwεə, 'sɔ:-] n.软件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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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someone 3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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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song 1 [sɔŋ, sɔ:ŋ] n.歌曲；歌唱；诗歌；鸣声 n.(Song)人名；(泰)颂；(柬)松；(英)桑；(老)宋；(越)双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松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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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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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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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style 1 [stail] n.风格；时尚；类型；字体 vt.设计；称呼；使合潮流 vi.设计式样；用刻刀作装饰画 n.(Style)人名；(英)斯泰尔

258 successful 1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
259 suit 1 vt.适合；使适应 n.诉讼；恳求；套装，西装；一套外衣 vi.合适；相称

260 supreme 5 [sju'pri:m, sə-] adj.最高的；至高的；最重要的 n.至高；霸权

261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62 taken 2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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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that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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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the 4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66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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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268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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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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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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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to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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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73 transform 1 [træns'fɔ:m, trænz-, trɑ:n-] vt.改变，使…变形；转换 vi.变换，改变；转化

274 transformative 2 [træns'fɔ:mətiv, trænz-, trɑ:n-] adj.变化的，变形的；有改革能力的

275 transformed 1 [træns'fɔː m] vt. 改变；转换 vi. 改变；变形；变态

276 transforms 1 [træns'fɔː m] vt. 改变；转换 vi. 改变；变形；变态

277 uncertainty 1 [,ʌn'sə:tənti] n.不确定，不可靠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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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unfairly 1 [ʌn'fɛəli] adv.不公平地；不正当地

280 unlicensed 3 [ʌn'laɪsnst] adj. 没有执照的；未经当局许可的；未经注册的

281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282 us 1 pron.我们

283 use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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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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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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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violate 1 ['vaiəleit] vt.违反；侵犯，妨碍；亵渎

288 visual 1 ['vizjuəl] adj.视觉的，视力的；栩栩如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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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vulnerable 2 ['vʌlnərəbl] adj.易受攻击的，易受…的攻击；易受伤害的；有弱点的

291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92 Warhol 17 沃霍尔 n.(Warhol)人名；(英)沃霍尔

293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94 w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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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welcomed 1 ['welkəm] vt. 欢迎 adj. 受欢迎的 n. 欢迎 int. 欢迎(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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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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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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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300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301 widely 1 ['waidli] adv.广泛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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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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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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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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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6 work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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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7 works 7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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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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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York 2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312 you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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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