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4-23 [Arts and Culture] Study_ Hollywood Missing Film
Moments about Climate Chang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1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to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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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in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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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and 1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6 climate 15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7 she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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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 change 14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9 said 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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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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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bou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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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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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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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storie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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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 group 6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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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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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word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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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 writers 6 ['raɪtəz] 作家

21 film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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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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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4 used 5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5 different 4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26 energy 4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27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8 goo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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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Hollywood 4 ['hɔliwud] n.好莱坞

30 joyner 4 n. 乔伊纳

31 playbook 4 ['pleibuk] n.剧本

32 related 4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33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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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Farmers 3 n.[农]农民（farmer的复数）

35 fiction 3 ['fikʃən] n.小说；虚构，编造；谎言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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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include 3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38 larg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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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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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often 3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40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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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shows 3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42 television 3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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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TV 3 ['ti:'vi:] abbr.电视（television）

45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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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write 3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48 writer 3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49 affecting 2 [ə'fektiŋ] adj.动人的；感人的 v.影响（affect的ing形式）；感动

50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51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52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53 announced 2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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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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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57 disaster 2 [,di'zɑ:stə] n.灾难，灾祸；不幸

58 events 2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59 film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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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fortenberry 2 n. 福滕伯里

61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62 industry 2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63 kinds 2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64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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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looked 2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66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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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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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possibilities 2 英 [ˌpɒsə'bɪləti] 美 [ˌpɑːsə'bɪləti] n. 可能；可能性；可能的事情；潜在的价值

69 profit 2 ['prɔfit] n.利润；利益 vi.获利；有益 vt.有益于 n.(Profit)人名；(法)普罗菲

70 project 2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71 real 2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尔

72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73 released 2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74 research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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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75 researchers 2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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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solar 2 ['səulə] adj.太阳的；日光的；利用太阳光的；与太阳相关的 n.日光浴室 n.(Solar)人名；(法、英、意、西、塞、捷)索拉尔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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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spectrum 2 ['spektrəm] n.光谱；频谱；范围；余象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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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study 2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82 support 2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83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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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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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86 voice 2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87 void 2 [vɔid] adj.空的；无效的；无人的 n.空虚；空间；空隙 vt.使无效；排放 n.(Void)人名；(俄)沃伊德

88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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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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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91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92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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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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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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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advice 1 [əd'vais] n.建议；忠告；劝告；通知

97 advising 1 [əd'vaɪzɪŋ] n. 劝告；通知；忠告 动词advis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98 afraid 1 [ə'freid] adj.害怕的；恐怕；担心的

99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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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102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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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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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angry 1 ['æŋgri] adj.生气的；愤怒的；狂暴的；（伤口等）发炎的

107 anna 1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108 answered 1 英 ['ɑːnsə(r)] 美 ['ænsər] v. 回答；答复；接电话 n. 答案；回答；答复

109 answers 1 英 ['ɑːnsə(r)] 美 ['ænsər] v. 回答；答复；接电话 n. 答案；回答；答复

110 aren 1 阿伦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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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113 awakening 1 [ə'weikəniŋ] n.觉醒；唤醒；认识 adj.觉醒中的；正在产生的 v.唤醒；唤起（awaken的ing形式）

114 Bangladesh 1 [,ba:ŋglə'deʃ] n.孟加拉国（亚洲国家）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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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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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bloomberg 1 n. 彭博（通讯社名）

118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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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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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）食品罐头

122 carried 1 ['kærid] adj.被运的；入神的；忘我的 v.保持（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搬运

123 casual 1 ['kæʒjuəl] adj.随便的；非正式的；临时的；偶然的 n.便装；临时工人；待命士兵

124 casually 1 ['kæʒjuəli] adv.随便地；偶然地；临时地

125 center 1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126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127 chances 1 英 [tʃɑːns] 美 [tʃæns] n. 可能性；机会；偶然性 v. 偶然发生；碰巧；冒 ... (的险)

128 club 1 [klʌb] n.俱乐部，社团；夜总会；棍棒；（扑克牌中的）梅花 vt.用棍棒打；募集 vi.集资；组成俱乐部 adj.俱乐部的 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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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lub)人名；(英)克拉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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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communications 1 英 [kəmjuːnɪ'keɪʃ(ə)nz] 美 [kə̩ mjuːnɪ'keɪʃənz] n. 通信技术；通讯设备 名词communication的复数形式.

131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
132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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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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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creators 1 创造者

137 dan 1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138 describe 1 [di'skraib] vt.描述，形容；描绘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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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documentaries 1 [dɒkjʊ'mənteəriː z] n. 记录片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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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dorothy 1 ['dɔrəθi] n.桃乐茜（女子名）

143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144 effective 1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
145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146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47 elber 1 埃尔贝

148 electricity 1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
149 empty 1 ['empti] adj.空的；无意义的；无知的；徒劳的 vt.使失去；使…成为空的 vi.成为空的；流空 n.空车；空的东西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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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152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153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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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examples 1 [ɪɡ'zɑːmplz] n.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.

156 expand 1 [ik'spænd] vt.扩张；使膨胀；详述 vi.发展；张开，展开

157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158 expressed 1 [ɪk'spres] n. 快车；快递；专使 adj. 明确的；急速的；直接的 adv. 用快递 vt. 表达；表示；挤压出；快递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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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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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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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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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financially 1 [fai'nænʃəli] adv.财政上；金融上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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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flat 1 adj.平的；单调的；不景气的；干脆的；平坦的；扁平的；浅的 adv.（尤指贴着另一表面）平直地；断然地；水平地；直
接地，完全地 n.平地；公寓；平面 vt.使变平；[音乐]使（音调）下降，尤指降半音 vi.逐渐变平；[音乐]以降调唱（或奏）
n.（法）弗拉特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弗莱特（人名）

166 foundation 1 [faun'deiʃən] n.基础；地基；基金会；根据；创立

167 founder 1 ['faundə] vi.失败；沉没；倒塌；变跛 vt.破坏；使摔倒；垮掉 n.创始人；建立者；翻沙工

168 friedell 1 n. 弗里德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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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171 Gregory 1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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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handmaid 1 ['hændmeid] n.侍女；女佣人

173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174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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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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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heat 1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
178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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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0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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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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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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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imagined 1 [ɪ'mædʒɪn] vt. 想像；设想；料想；猜想；认为 vi. 想像

185 impact 1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
186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187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
188 industries 1 ['ɪndəstri] n. 工业；产业；行业；勤勉；勤劳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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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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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Jane 1 [dʒein] n.简（女子名）

192 j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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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Kentucky 1 [ken'tʌki; kən-] n.肯塔基州

194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195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196 Lear 1 [liə] n.李尔（莎士比亚剧四大悲剧之李尔王中的主人翁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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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199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00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201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202 linking 1 [lɪŋkɪŋ] n. 连接；结合 动词link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03 links 1 ['liŋks] n.[计]链接（link的复数）；沙地；沙丘

204 literature 1 ['litərətʃə] n.文学；文献；文艺；著作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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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207 loud 1 [laud] adj.大声的，高声的；不断的；喧吵的 adv.大声地，高声地，响亮地 n.(Loud)人名；(英)劳德

208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209 mai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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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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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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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213 missing 1 ['misiŋ] adj.失踪的；缺少的 v.错过（miss的ing形式）；想念；漏掉 n.(Missing)人名；(德)米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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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moments 1 英 ['məʊmənt] 美 ['moʊmənt] n. 片刻 名词moment的复数形式.

215 movie 1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216 necessarily 1 ['nesəsərəli, ,nesə'serəli] adv.必要地；必定地，必然地

217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218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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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221 Norman 1 ['nɔ:mən] adj.诺曼第语的；诺曼第人的 n.法国诺曼第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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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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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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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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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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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panel 1 ['pænl] n.仪表板；嵌板；座谈小组，全体陪审员 vt.嵌镶板 n.(Panel)人名；(英、法)帕内尔

230 panels 1 ['pænl] n. 嵌板；仪表盘；面板；座谈小组；陪审团 v. 嵌镶

231 part 1 n.部分；角色；零件；一些；片段 vt.分离；分配；分开 vi.断裂；分手 adv.部分地 adj.部分的 n.(Part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帕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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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Peru 1 [pə'ru] n.秘鲁（拉丁美洲国家名）

234 philanthropies 1 [fɪ'lænθrəpi] n. 博爱主义；善心；慈善事业；慈善机构

235 phrases 1 [freɪz] n. 短语；习语；措辞；[音]乐句 vt. 措词；将(乐曲)分成乐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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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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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240 productions 1 n.生产( production的名词复数 ); 产量; 产品; 出示

241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242 progress 1 ['prəugres, 'prɔ-, prəu'gres] n.进步，发展；前进 vi.前进，进步；进行 n.(Progress)人名；(赞)普罗格雷斯

243 providing 1 [prəu'vaidiŋ] conj.假如，以…为条件 v.供给（provide的ing形式）；预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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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range 1 n.范围；幅度；排；山脉 vi.（在...内）变动；平行，列为一行；延伸；漫游；射程达到 vt.漫游；放牧；使并列；归类
于；来回走动

246 release 1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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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resources 1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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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sa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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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52 scream 1 [skri:m] vi.尖叫；呼啸；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；令人触目惊心 vt.尖声喊叫；大叫大嚷着要求 n.尖叫声；尖锐刺耳的声
音；极其滑稽可笑的人

253 screaming 1 ['skri:miŋ] adj.尖叫的；使人惊叹的；使人捧腹大笑的 n.尖叫声；啸声；振动 v.尖叫；大笑；呼啸着前进（scream的
ing形式）

254 screenwriting 1 ['skriː nˌraɪtɪŋ] adj. 电影剧本创作的 n. 电影剧本创作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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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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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shots 1 英 [ʃɒt] 美 [ʃɑ tː] n. 注射；投篮；发射；拍摄；开枪；子弹 adj. (织物)闪色的；精疲力尽的；完了的 动词shoot的过去式和
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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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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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sierra 1 [si'εərə] n.[地理]锯齿山脊；呈齿状起伏的山脉 n.(Sierra)人名；(意、西)谢拉；(英)西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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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262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263 stachel 1 n. 施塔赫尔

264 stars 1 [stɑ:z] n. 星星，明星（star的复数形式）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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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subjects 1 ['sʌbdʒɪkts] n. 科目 名词subject的复数形式.

267 sun 1 [sʌn] n.太阳 vt.使晒 vi.晒太阳 n.(Sun)人名；(中)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孙；(缅)素；(土)松

268 tale 1 [teil] n.故事；传说；叙述；流言蜚语 n.(Tale)人名；(塞)塔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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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talking 1 ['tɔ:kiŋ] adj.说话的，多嘴的；有表情的 n.讲话，谈论 v.谈论；讲话（talk的ing形式） n.(Talking)人名；(英)托金

271 tells 1 [tel] v. 告诉；吩咐；讲述；表达；辨别；判断；泄露；告发；产生效果

272 tend 1 [tend] vi.趋向，倾向；照料，照顾 vt.照料，照管

273 tends 1 [tend] v. 趋向；易于；朝向 v. 照料；照管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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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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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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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78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
279 transcripts 1 n. 抄本；誊本；副本；文字记录；成绩报告单 名词transcript的复数形式.

280 tru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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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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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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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us 1 pron.我们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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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287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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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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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Walton 1 ['wɔ:ltən] n.沃尔顿（男子姓氏）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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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
293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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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96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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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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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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