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0-15 [Arts and Culture] Silent Movie Advertisements Capture
America's First Film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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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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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4 actors 1 ['æktəz] n.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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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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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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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dvertisements 3 [əd'vɜ tːɪsmənts] n. 广告 名词advertisement的复数形式.

9 advertises 1 英 ['ædvətaɪz] 美 ['ædvərtaɪz] v. 登广告；宣传；告知

10 aims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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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like 1 [ə'laik] adj.相似的；相同的 adv.以同样的方式；类似于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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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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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merica 3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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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8 and 1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9 ap 1 abbr.美国联合通讯社（AssociatedPress）；空气污染（AirPollution）；大气规划（AirProgram）；汇编程序
（AssemblyProgram） n.(Ap)人名；(中)鸭(广东话·威妥玛)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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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2 arrive 1 vi.到达；成功；达成；出生 n.(Arrive)人名；(法)阿里夫

23 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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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rts 1 [a:ts] n.文科

25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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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ssociate 1 [ə'səuʃieit, ə'səuʃiət, -eit] vi.交往；结交 n.同事，伙伴；关联的事物 vt.联想；使联合；使发生联系 adj.副的；联合的

27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8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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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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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2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33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34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5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36 black 1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37 brief 1 [bri:f] adj.简短的，简洁的；短暂的，草率的 n.摘要，简报；概要，诉书 vt.简报，摘要；作…的提要 n.(Brief)人名；(英)布
里夫

38 broke 1 [brəuk] adj.一文不名的，破产的 v.打破，断掉（break的过去式） n.(Broke)人名；(英)布罗克

39 brown 1 [braun] adj.棕色的，褐色的；太阳晒黑的 vi.变成褐色 n.褐色，棕色 vt.使变成褐色 n.(Brown)人名；(英、意、芬、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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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、法、西、葡)布朗

40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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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by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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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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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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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apture 3 vt.俘获；夺得；捕捉，拍摄,录制 n.捕获；战利品，俘虏

47 card 2 [kɑ:d] n.卡片；纸牌；明信片 vt.记于卡片上 n.(Card)人名；(英)卡德

48 cards 10 n. 扑克牌 名词card的复数形式.

49 catapult 2 ['kætəpʌlt] n.弹弓；石弩；飞机弹射器；（飞机上的）座椅弹射器 vt.用弹弓射；用弹射器发射；猛投 vi.用弹射器弹
射；快速移动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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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centimeters 1 ['sentɪ̩ miː təz] n. 厘米；公分 名词centimeter的复数形式.

52 chemicals 1 ['kemɪklz] n. 化学药品；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

53 Chicago 1 [ʃi'kɑ:gəu] n.芝加哥（美国中西部城市）

54 cinema 1 ['sinəmə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，电影制作术 n.(Cinema)人名；(意)奇内马

55 Cleveland 7 ['kli:vlənd] n.克利夫兰（美国城市）

56 collection 6 [kə'lekʃən] n.采集，聚集；[税收]征收；收藏品；募捐

57 collector 1 [kə'lektə] n.收藏家；[电子]集电极；收税员；征收者

58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59 colors 2 ['kɒlərz] n. 彩色 名词color的复数形式.

60 comedies 1 ['kɒmədɪz] 喜剧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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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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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64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65 compendium 2 [kəm'pendiəm] n.纲要；概略

66 completed 1 [kəm'pliː 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7 complex 1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68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69 congress 1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
70 cooperating 1 英 [kəʊ'ɒpəreɪtɪŋ] 美 [koʊ'ɒpəreɪtɪŋ] adj. 共同运转的 动词coopera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71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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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74 Dartmouth 3 ['dɑ:tməθ] n.达特茅斯（英国港口）

75 design 1 [di'zain] vt.设计；计划；构思 n.设计；图案 vi.设计

76 designs 1 [dɪ'zaɪn] n. 设计；图样；图案；目的 v. 设计；计划

77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
78 details 1 n.细节（detail的复数）；详细资料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三单形式）

79 developer 1 [di'veləpə] n.开发者；[摄]显影剂

80 digitize 1 ['didʒitaiz] vt.[计]数字化

81 digitizing 1 ['dɪdʒɪtaɪzɪŋ] 数字化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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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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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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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Dwight 1 [dwait] n.德怀特（男子名）

86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87 early 9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88 ecology 1 [i:'kɔlədʒi] n.生态学；社会生态学

89 effort 2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90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91 elements 2 ['elɪmənts] n. 要素，元素；基本原则；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

92 endowment 1 [in'daumənt] n.捐赠；捐助；捐款；天资

93 English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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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entrances 1 ['entrəns] n. 入口；进入；登场；进入权 vt. 使入迷；使狂喜

95 era 2 ['iərə, 'εərə] n.时代；年代；纪元 n.(Era)人名；(意、芬、印)埃拉

96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
97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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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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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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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exist 1 [ig'zist] vi.存在；生存；生活；继续存在

102 existed 2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
103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104 fans 1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
105 fell 1 [fel] adj.凶猛的；毁灭性的 vt.砍伐；打倒；击倒 n.[林]一季所伐的木材；折缝；兽皮 v.掉下；摔倒；下垂；变坏（fall的过
去式） n.(Fe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费尔

106 film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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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filmgoer 1 ['filmgəuə] n.常看电影的人；影迷；上电影院的人

108 films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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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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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fires 1 [fɑɪrs] n. 火力 名词fire的复数形式.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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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flavor 2 ['fleivə] n.情味，风味；香料；滋味 vt.加味于

113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14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115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16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117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118 graphics 2 ['græfiks] n.[测]制图学；制图法；图表算法

119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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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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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2 Hampshire 1 ['hæmpʃə] n.汉普郡（英国南部之一郡）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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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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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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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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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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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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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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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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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2 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33 Hollywood 1 ['hɔliwud] n.好莱坞

134 home 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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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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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humanities 1 英 [hju 'ːmænɪtɪz] 美 [hju 'ːmænətɪz] n. 人文学科 名词humanity的复数形式.

138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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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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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i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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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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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3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44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45 informed 1 [in'fɔ:md] adj.消息灵通的；见多识广的 v.通知；使了解；提供资料（inform的过去分词）

146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147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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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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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introduced 1 [ɪntrəd'juːst] v. 介绍，引进（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51 introductions 1 n. 说明；介绍 名词introduction的复数形式.

152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53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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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55 Johnston 2 ['dʒɔnstən] n.约翰斯顿（姓氏）

156 josie 1 n.何超仪（中国香港演员）；乔茜（女子名）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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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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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knows 1 英 [nəʊ] 美 [noʊ] v. 了解；知道；认识 n. 知情

160 lar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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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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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63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64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65 librarian 1 [lai'brεəriən] n.图书馆员；图书管理员

166 library 1 ['laibrəri] n.图书馆，藏书室；文库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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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lobbies 1 英 ['lɒbi] 美 ['lɑːbi] n. 大厅；民众接待厅；游说议员者 v. 游说

169 lobby 3 ['lɔbi] n.大厅；休息室；会客室；游说议员的团体 vt.对……进行游说 vi.游说议员

170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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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172 lost 2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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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lo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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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76 machine 1 [mə'ʃi:n] n.机械，机器；机构；机械般工作的人 vt.用机器制造 n.(Machine)人名；(意)马基内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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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mai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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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ma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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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81 mark 1 n.标志；马克；符号；痕迹；分数 vi.作记号 vt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 n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

182 material 1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
183 materials 1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184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185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186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187 measured 1 ['meʒəd] adj.量过的；慎重的；基于标准的；有规则的 v.测量，判断（measure的过去分词）

188 measuring 1 ['meʒəriŋ] n.测量；衡量 v.测量（measure的ing形式） adj.测量用的

189 media 2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190 methods 1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191 mo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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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mostly 2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193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194 movie 6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195 moviegoers 1 n.常看电影的人( moviegoer的名词复数 )

196 movies 4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
197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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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(姓)；(英)内姆

199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200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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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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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04 of 1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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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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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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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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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online 2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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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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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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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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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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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ov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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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oversees 1 英 [ˌəʊvə'siː ] 美 [ˌoʊvər'siː ] vt. 监督；监管；监视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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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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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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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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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
224 pictorial 1 [pik'tɔ:riəl] adj.绘画的；形象化的 n.画报；画刊

225 pictures 1 ['pɪktʃəz] n.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.

226 placed 3 [pleɪst] adj. 名列前茅的（多指赛马）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27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
228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29 pr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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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preview 2 [pri:'vju:] n.预览；试映；事先查看 vt.预览；预演；事先查看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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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233 production 2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234 professor 2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235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236 projec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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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property 1 ['prɔpəti] n.性质，性能；财产；所有权

238 protective 1 [prəu'tektiv] adj.防护的；关切保护的；保护贸易的

239 publicized 1 ['pʌblɪsaɪz] v. 宣传；公布；广告

240 published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241 publishing 2 ['pʌbliʃiŋ] n.出版；出版业 adj.出版的；出版业的 v.出版；发行（publish的现在分词形式）；发表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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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44 rare 1 adj.稀有的；稀薄的；半熟的 adj.杰出的；极度的；非常好的 adv.非常；极其 vi.用后腿站起；渴望

245 read 1 [ri:d] vt.阅读；读懂，理解 vi.读；读起来 n.阅读；读物 adj.有学问的 n.(Read)人名；(英)里德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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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248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49 related 2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250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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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replies 1 [rɪ'plaɪ] v. 回答；答复；回应 n. 回答；答复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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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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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researc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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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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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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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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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拉伯)赛义德

258 scan 2 [skæn] vt.扫描；浏览；细看；详细调查；标出格律 vi.扫描；扫掠 n.扫描；浏览；审视；细看

259 scholar 1 ['skɔlə] n.学者；奖学金获得者

260 scholars 1 [s'kɒləz] n. 学者；专家；士人；学生 名词scholar的复数形式.

261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62 screamed 1 [sk'riː md] v. 尖叫，惊叫；大声宣扬，强烈要求；发出刺耳的声音（动词scream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63 se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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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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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
266 sets 1 n.[数]集合，设置（set的复数） v.放置（set单三形式）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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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话·威妥玛)

268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269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270 silent 7 ['sailənt] adj.沉默的；寂静的；无记载的 n.无声电影

271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272 sm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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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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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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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someth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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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sort 1 [sɔ:t] n.种类；方式；品质 vi.分类；协调；交往 vt.将…分类；将…排序；挑选出某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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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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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281 stori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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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2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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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storytelling 1 ['stɔː ritelɪŋ] n. 说书；讲故事

284 student 1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285 students 2 [st'juːdnts] 学生

286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287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288 subject 1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
289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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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tangible 2 ['tændʒəbl] adj.有形的；切实的；可触摸的 n.有形资产

292 taste 1 [teist] n.味道；品味；审美 vt.尝；体验 vi.尝起来；有…的味道 n.(Taste)人名；(法)塔斯特

293 teacher 1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294 television 1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
295 tha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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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the 5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97 theater 1 ['θiətə, 'θi:ə-] n.电影院，戏院，剧场；戏剧；手术室

298 theaters 2 n. 影剧院，剧院（theater复数）

299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300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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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1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02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303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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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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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ti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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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to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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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07 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308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09 touched 1 adj.受感动的；神经兮兮的 v.触摸（tou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10 traditionally 1 [trə'diʃənəli] adv.传统上；习惯上；传说上

311 trailers 1 英 ['treɪlə(r)] 美 ['treɪlər] n. 拖车；追踪者；活动房；预告片 vt. 用拖车运 vi. 乘拖车；住在拖车

312 upcoming 1 ['ʌp,kʌmiŋ] adj.即将来临的

313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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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used 3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315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16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17 valuable 1 ['væljuəbl] adj.有价值的；贵重的；可估价的 n.贵重物品

318 video 1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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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walters 2 n.沃尔特斯（姓）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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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23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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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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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were 9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26 w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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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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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329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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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Williams 2 ['wiljəmz] n.威廉姆斯（男子名）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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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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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4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35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36 writes 1 [raɪt] v. 写；书写；填写；作曲

337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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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40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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