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4-01 [Arts and Culture] Academy Weighs Actions against
Oscar Winner Will Smith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smith 17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3 and 1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4 academy 11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
5 to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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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1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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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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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O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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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said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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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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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 ceremony 5 ['seriməuni] n.典礼，仪式；礼节，礼仪；客套，虚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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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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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i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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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7 s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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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8 actor 4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
19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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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his 4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2 is 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3 Oscar 4 ['ɔskə] n.（美）奥斯卡金像奖；钱；奥斯卡（男子名）

24 oscars 4 abbr.one-way synchronous collision avoidance and ranging system 单路同步防撞与测距系统

25 pinkett 4 n. 平克特

26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7 Wednesday 4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28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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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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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chris 3 [kris] n.克里斯（男子名）；克莉丝（女子名）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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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 happened 3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4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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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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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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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jo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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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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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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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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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41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42 April 2 ['eiprəl] n.四月

43 asked 2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44 comedian 2 [kə'mi:djən] n.喜剧演员；滑稽人物

45 conduct 2 ['kɔndʌkt, kən'dʌkt] vi.导电；带领 vt.管理；引导；表现 n.进行；行为；实施

46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47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48 entertainer 2 [,entə'teinə] n.演艺人员，表演者

49 Goldberg 2 ['gəuldbəg] n.犹太老板（尤指在黑人聚居区开店或雇用黑人的）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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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inciden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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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include 2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53 leave 2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54 line 2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55 Monday 2 ['mʌndi] n.星期一

56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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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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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59 refused 2 [rɪ'fjuːz] v. 拒绝 n. 垃圾；废物

60 removed 2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61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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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stay 2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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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65 sykes 2 n. 赛克斯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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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viewers 2 ['vjuːəz] n. 观看者；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.

68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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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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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accept 1 [ək'sept] vt.接受；承认；承担；承兑；容纳 vi.承认；同意；承兑

71 actors 1 ['æktəz] n.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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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74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75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76 amy 1 ['eimi] n.艾米（女子名）

77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78 apologize 1 [ə'pɔlədʒaiz] vi.道歉；辩解；赔不是 vt.道歉；谢罪；辩白

79 apologized 1 [ə'plɒlədʒaɪzd] adj. 道歉的 动词apolog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80 apology 1 [ə'pɔlədʒi] n.道歉；谢罪；辩护；勉强的替代物

81 appearance 1 [ə'piərəns] n.外貌，外观；出现，露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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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arts 1 [a:ts] n.文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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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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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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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7 attempted 1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
88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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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behave 1 [bi'heiv] vi.表现；（机器等）运转；举止端正；（事物）起某种作用 vt.使守规矩；使表现得…

91 behaves 1 [bɪ'heɪv] v. 表现；行为；举止

92 be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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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bill 1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
94 board 1 [bɔ:d] n.董事会；木板；甲板；膳食 vt.上（飞机、车、船等）；用板盖上；给提供膳宿 vi.寄宿 n.(Board)人名；(英、西)
博德

95 Boston 1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
96 breaks 1 [b'reɪks] n. 断裂 名词break的复数形式.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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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节目 adj.广播的

98 caridi 1 卡里迪

99 carmine 1 ['kɑ:main] adj.深红色的；洋红色的 n.深红色；洋红色 n.(Carmine)人名；(捷)察尔米内；(英)卡迈恩；(意)卡尔米内

100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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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commented 1 英 ['kɒment] 美 ['kɑːment] n. 注释；评论；闲话 v. 评论；注释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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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considering 1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
105 cosby 1 科斯比（英国）

106 defense 1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
107 degener 1 n. 德格纳

108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09 directed 1 [di'rektid, dai-] adj.定向的；经指导的；被控制的 v.指导；管理（dir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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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discussion 1 [dis'kʌʃən] n.讨论，议论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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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ellen 1 ['elən] n.埃伦（女子名）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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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entertain 1 [,entə'tein] vt.娱乐；招待；怀抱；容纳 vi.款待

116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17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118 express 1 [ik'spres] vt.表达；快递 adj.明确的；迅速的；专门的 n.快车，快递，专使；捷运公司

119 f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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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121 felt 1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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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governors 1 调速器

124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125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
伯、巴基)哈伊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26 ha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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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hairless 1 ['hεəlis] adj.无毛的；秃顶的

128 hall 1 n.过道，门厅，走廊；会堂；食堂；学生宿舍；大厅，前厅；娱乐中心，会所 n.（土）哈勒（人名）；（德、波、丹、
芬、瑞典）哈尔（人名）；（英）霍尔（人名）；（法）阿尔（人名）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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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Harvey 1 ['hɑ:vi] n.哈维（男子名）

131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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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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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133 healing 1 ['hi:liŋ] adj.能治愈的 n.康复 v.治疗（heal的现在分词）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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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5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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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7 hitting 1 [hɪtɪŋ] n. 命中 动词h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38 hosted 1 英 [həʊst] 美 [hoʊst] n. 主人；主持人；主办方；大量；寄主；主机 v. 主办；主持；做东

139 ill 1 [il] adj.生病的；坏的；邪恶的；不吉利的 adv.不利地；恶劣地；几乎不 n.疾病；不幸 n.(Ill)人名；(捷、匈)伊尔

140 inappropriately 1 [,inə'prəupri:itli] adv.不适当地

141 Instagram 1 英 [ˌins'tægrəm] 美 [ˌɪns'tægrəm] n. 一款图片分享应用

142 Jada 1 n. 杰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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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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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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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letting 1 ['letiŋ] n.出租；租金 v.让，允许（let的现在分词）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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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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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151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52 meets 1 [miː t] v. 遇见；满足 n. 运动会；集会 adj. 合适的

153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154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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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mr 1 ['mistə(r)] abbr.先生（Mister）

157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158 nobody 1 ['nəubədi, -bɔdi] pron.无人，没有人；没有任何人 n.无名小卒；小人物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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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161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162 OK 1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j.好的；不错的 adv.行；很好 int.好；可以 vt.对…表示同意 n.同意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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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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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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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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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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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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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phrase 1 [freiz] n.短语,习语,措辞,乐句 vt.措词,将(乐曲)分成乐句

171 physically 1 ['fizikli] adv.身体上，身体上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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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pictures 1 ['pɪktʃəz] n.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.

173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174 polanski 1 n.(Polanski)人名；(法)波兰斯基

175 posted 1 英 ['pəʊstɪd] 美 ['poʊstɪd] adj. 有职位的；消息灵通的；发布的 动词po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6 presenter 1 n.提出者；推荐者；赠送者；任命者；主持人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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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processing 1 n. 进程；步骤；数据处理；整理；配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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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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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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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Regina 1 [ri'dʒainə] n.女王；女王称号

183 regret 1 [ri'gret] n.遗憾；抱歉；悲叹 vt.后悔；惋惜；哀悼 vi.感到后悔；感到抱歉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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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5 removal 1 [ri'mu:vəl] n.免职；移动；排除；搬迁

186 remove 1 [ri'mu:v] vt.移动，迁移；开除；调动 vi.移动，迁移；搬家 n.移动；距离；搬家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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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representative 1 [,repri'zentətiv] adj.典型的，有代表性的；代议制的 n.代表；典型；众议员

189 requests 1 [rɪ'kwest] n. 请求；要求 vt. 请求；要求

190 return 1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191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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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rule 1 [ru:l] vi.统治；管辖；裁定 n.统治；规则 vt.统治；规定；管理；裁决；支配 n.(Rule)人名；(英)鲁尔；(塞)鲁莱

194 Schumer 1 n. 舒默

195 sciences 1 科学

196 season 1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197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198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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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singer 1 ['siŋə] n.歌手，歌唱家 n.(Sing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塞、罗、捷、葡、土)辛格；(法)桑热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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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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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04 sta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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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standards 1 [s'tændədz] n. 规格 名词standar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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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still 1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208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09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210 suspension 1 [sə'spenʃən] n.悬浮；暂停；停职

211 tak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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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）售得金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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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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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15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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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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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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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view 1 [vju:] n.观察；视野；意见；风景 vt.观察；考虑；查看

220 violating 1 ['vaɪəleɪt] v. 侵犯；违反；扰乱；亵渎；强奸

221 walked 1 [wɔː k] v. 步行；陪...走；散步；偷走；走过 n. 步行；散步；人行道

222 wanda 1 ['wɔndə] n.旺达（女子名）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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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weighs 1 [weɪ] v. 衡量；称(重量)；重达 ...

225 weinstein 1 n. 温斯坦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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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28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229 wife 1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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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wondered 1 英 ['wʌndə(r)] 美 ['wʌndər] n. 惊奇；惊愕；奇迹；奇观 v. 惊奇；想知道；怀疑 adj. 奇妙的；非凡的

232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33 written 1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
234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人名；(英)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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