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2-07-30 [Arts and Culture] 'RRR' Is a Big Success for India's
Other Movie Factory_ Tollywood 词频表
the 3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of 1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 is 1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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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通话·威妥玛)
5

in

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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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and 1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7 film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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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 rrr 11 ['ɑːr'ɑːr'ɑːr] (=regaining the righting reflex) 恢复翻正反射,(=regular rate and rhythm) 规则的心率和节律, 心率与节律规则,(=relative
6

respiration rate) 相对呼吸率,(=renin release rate) 肾素释放率

India 10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10 movie 9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11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2 i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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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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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

On

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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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ha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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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 Indian 6 ['indiən] adj.印度的；印第安人的；印第安语的 n.印度人；印第安人；印第安语
16 mak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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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

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t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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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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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20 film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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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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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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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 his 4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24 industry 4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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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 success 4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27 Telugu 4 ['teləgu:] n.泰卢固语（印度东部德拉维拉语言）；泰卢固人
28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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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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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 biggest 3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31 box 3 [bɔks] n.箱，盒子；包厢；一拳 vi.拳击 vt.拳击；装…入盒中；打耳光 n.(Box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博克斯
32 commen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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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 country 3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乐
17

的

disappointment 3 [disə'pɔintmənt] n.失望；沮丧
35 English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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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 ever 3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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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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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ollywood 3 ['hɔliwud] n.好莱坞
39 long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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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热望
38

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40

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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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ythology 3 [mi'θɔlɔdʒi] n.神话；神话学；神话集
42 netflix 3 ['netfliːks] n. 出租DVD；在线观看电影的网站。
43 office 3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44 popular 3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45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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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

伯)赛义德
46

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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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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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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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

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50 western 3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51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52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53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54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55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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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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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 Ashley 2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58 become 2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59 bollywood 2 英 ['bɒliwʊd] 美 ['bɑːliwʊd] n. 宝莱坞(印度电影中心）
60 British 2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61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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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 cent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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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9
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charan 2 乍兰
64 day 2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63

土)达伊

director 2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66 epic 2 ['epik] adj.史诗的，叙事诗的 n.史诗；叙事诗；史诗般的作品
67 factory 2 ['fæktəri] n.工厂；制造厂；代理店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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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9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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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1 however 2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72 language 2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73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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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5 might 2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76 moviegoers 2 n.常看电影的人( moviegoer的名词复数 )
77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78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79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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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81 popularity 2 [,pɔpju'lærəti] n.普及，流行；名气；受大众欢迎
82 Rao 2 abbr.右前斜位（rightanterioroblique） n.(Rao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塞、印、孟、印尼、巴基)拉奥
83 roar 2 [rɔ:] n.咆哮；吼；轰鸣 vi.咆哮；吼叫；喧闹 vt.咆哮；呼喊；使……轰鸣 n.(Roar)人名；(挪)罗阿尔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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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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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8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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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tories 2 [s'tɔːrɪz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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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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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8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89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90 Thompson 2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91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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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6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93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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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4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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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5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96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97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98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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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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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2

的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102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103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104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05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106 aim 1 vt.目的在于；引导；把…对准 vi.打算；对准目标；瞄准 n.目的；目标；对准
107 am 1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101

ed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ancient 1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109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110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11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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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13 audiences 1 ['ɔːdiənsɪz] 受众
114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115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108

间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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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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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119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120 beginnings 1 n. 开始，开端（beginning的复数）；早期
121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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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6

特
12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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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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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igger 1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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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6 Borders 1 n.鲍德斯（公司名，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）
127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124

匈)博特

budget 1 ['bʌdʒit] n.预算，预算费 vt.安排，预定；把…编入预算 vi.编预算，做预算 adj.廉价的
129 called 1 [kɔːl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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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0 calls 1 ['kɔː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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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8

的）食品罐头

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33 climbed 1 [klaɪm] v. 攀登；爬；上升 n. 爬；攀爬处
134 colonialism 1 [kə'ləunjəlizəm] n.殖民主义；殖民政策
135 colorful 1 ['kʌləful] adj.华美的；有趣的；富有色彩的
136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132

梅

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138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139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140 controlled 1 [kən'trəuld] adj.受控制的；受约束的；克制的 v.控制；约束（control的过去式）；指挥
141 costliest 1 ['kɒstlɪɪst] adj. 最昂贵的
142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143 culture 1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144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145 deeply 1 ['di:pli] adv.深刻地；浓浓地；在深处
146 describing 1 [dɪsk'raɪbɪŋ] n. 描述物品 动词describe的现在分词.
147 directors 1 [dɪ'rektəz] 董事
148 dissatisfied 1 [,dis'sætisfaid] adj.不满意的；不高兴的；流露不满的 v.使不满（dissatis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49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150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151 el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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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2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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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7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155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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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7 fighters 1 歼击机
158 foreign 1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159 fought 1 [fɔ:t] v.战斗（fight的过去分词）；打架
160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161 freedom 1 ['fri:dəm] n.自由，自主；直率 n.(Freedom)人名；(英)弗里德姆
162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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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63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164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165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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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67 Hindu 1 ['hindu:; 'hin'du:] adj.印度教的；印度的 n.印度人；印度教教徒
168 hits 1 [hɪts] n. [计]采样数 名词hit的复数形式.
154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170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171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172 interested 1 ['intristid, 'intər-] adj.感兴趣的；有权益的；有成见的 v.使…感兴趣（interest的过去分词）
173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174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175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176 languages 1 ['læŋɡwɪdʒɪz] n. 语言 名词language的复数形式.
177 launched 1 [lɔː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178 leaves 1 [li:vz] n.树叶；花瓣（leaf的复数） v.离开（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179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180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181 lion 1 ['laiən] n.狮子；名人；勇猛的人；社交场合的名流 n.(Lion)人名；(西、葡)利昂；(德、法、意、捷、瑞典)利翁；(英)莱昂
182 list 1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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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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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5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186 markets 1 英 ['mɑːkɪt] 美 ['mɑːrkɪt] n. 市场；集市 v. 销售；推销；买卖
187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188 million 1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189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190 moviemaking 1 n.制片
191 movies 1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192 names 1 [neɪmz] n.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.
193 nationalism 1 ['næʃənəlizəm] n.民族主义；国家主义；民族特性
194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195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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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7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198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199 numerous 1 ['nju:mərəs] adj.许多的，很多的
200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201 oldest 1 ['əuldist] adj.最老的（old的最高级）；最旧的
202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203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204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205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206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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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8 pl 1 abbr.分界线（PartingLine）；合用线（PartyLine）；有效负载（PayLoad）；信号灯（PilotLamp）；复数（plural，等于pl）
209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169

典)普莱

poem 1 ['pəuim] n.诗
211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212 possibly 1 ['pɔsəbli] adv.可能地；也许；大概
213 present 1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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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10

西、瑞典)普雷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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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216 producing 1 [prə'djuːsɪŋ] n.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217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215

(泰、缅)布

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219 ram 1 [ræm] abbr.随机存取存储器（randomaccessmemory的缩写）；随机访问内存（random-accessmemory的缩写） n.公羊；撞
218

锤；撞击装置；有撞角的军舰；（水压机的）[机]活塞 v.撞击；填塞；强迫通过或接受 n.(Ram)人名；(英、印、尼、不丹、
瑞典)拉姆

Rama 1 ['rɑ:mə] n.罗摩（印度教神名）
221 ranked 1 [ræŋk] n. 等级；阶层；排；列 v. 排列；分等级；列为；排名，排位 adj. 繁茂的；讨厌的
222 ranking 1 ['ræŋkiŋ] adj.上级的；头等的；超群的 n.等级；地位 v.排列；归类于（rank的ing形式） n.(Ranking)人名；(英)兰金
223 rankings 1 ['ræŋkɪŋz] 排行榜
224 re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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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0

尔

refers 1 英 [rɪ'fɜː(r)] 美 [rɪ'fɜːr] vt. 把 ... 提交；把 ... 归因；归类 vi. 参考；谈及；咨询
226 relates 1 [rɪ'leɪt] v. 叙述；使有联系；有关联；涉及；符合；发生共鸣
227 replies 1 [rɪ'plaɪ] v. 回答；答复；回应 n. 回答；答复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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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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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0 returning 1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231 revolt 1 [ri'vəult, -'vɔ:lt] vi.反抗；反叛；反感，厌恶 vt.使反感；使恶心 n.反抗；叛乱；反感
232 revolutionaries 1 英 [ˌrevə'luːʃənəri] 美 [ˌrevə'luːʃəneri] adj. 革命的 n. 革命者
233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234 risen 1 ['rizən] adj.升起的 v.升高；站起来；反抗（rise的过去分词）
235 sal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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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25

(英)塞尔斯
23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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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con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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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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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9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240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241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242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243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244 stands 1 [stænd] v. 站立；忍受；位于；停滞 n. 站立；货摊；停顿；看台
245 stars 1 [stɑ:z] n. 星星，明星（star的复数形式）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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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7 sto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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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8 storytelling 1 ['stɔːritelɪŋ] n. 说书；讲故事
249 streaming 1 ['stri:miŋ] n.流；（英）按能力分组 v.流动（stream的ing形式）
250 successful 1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251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252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253 superhero 1 英 ['suːpəhɪərəʊ] 美 ['suːpərhɪroʊ] n. 超级英雄
254 surprise 1 [sə'praiz] n.惊奇，诧异；突然袭击 vt.使惊奇；奇袭 adj.令人惊讶的
255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256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257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258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2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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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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0 tiger 1 ['taigə] n.老虎；凶暴的人 n.(Tiger)人名；(英)泰格；(法)蒂热；(瑞典)蒂格
261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262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263 tradition 1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264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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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6 unhappy 1 [,ʌn'hæpi] adj.不快乐的；不幸福的；不适当的
267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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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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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0 VOA 1 英 [ˌviː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271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272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273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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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75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259
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277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278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2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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