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0-22 [Arts and Culture] Hollywood Actress Becomes First
Asian American on US Currency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in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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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of 2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to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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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wong 19 n.黄（姓氏）；王（姓氏）；汪（姓氏）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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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sh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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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r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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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 American 10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0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 Asian 8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
12 firs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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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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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5 Hollywood 7 ['hɔliwud] n.好莱坞

16 par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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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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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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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quarter 5 ['kwɔ:tə] n.四分之一；地区；季度；一刻钟；两角五分；节 vi.住宿；驻扎 vt.将…四等分；供某人住宿 num.四分之一

21 t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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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3 you 5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4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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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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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nt 4 n.薄荷；[金融]造币厂，巨款 vt.铸造，铸币 adj.完美的 n.(Mint)人名；(毛里塔)明特

27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8 w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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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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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ngeles 3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31 anna 3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32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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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 became 3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34 coin 3 [kɔin] vt.铸造（货币）；杜撰，创造 n.硬币，钱币 n.(Coin)人名；(西、意)科因；(法)库安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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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during 3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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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kin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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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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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learning 3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40 Lo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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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42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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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role 3 [rəul] n.角色；任务 n.(Ro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赤几)罗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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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伯)赛义德

46 se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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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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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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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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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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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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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your 3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53 actors 2 ['æktəz] n.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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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americans 2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56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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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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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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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ourageous 2 [kə'reidʒəs] adj.有胆量的，勇敢的

62 curious 2 ['kjuəriəs] adj.好奇的，有求知欲的；古怪的；爱挑剔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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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dong 2 [dɔŋ] n.盾（越南货币单位） vt.打击；敲击 vi.发出铛铛的钟声 n.(Dong)人名；(中)董(普通话·威妥玛)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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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f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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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film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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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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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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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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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having 2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72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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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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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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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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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leading 2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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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Liu 2 n.刘（中国姓氏）；线路接口单元 n.(Liu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(罗)利乌

79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80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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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movie 2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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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movies 2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
84 multidimensional 2 [ˌmʌltidaɪ'menʃənl] adj. 多维的；多面的

85 na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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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niece 2 [ni:s] n.外甥女，侄女 n.(Niece)人名；(英)尼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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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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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program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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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racism 2 ['reisizəm] n.种族主义，种族歧视；人种偏见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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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ride 2 vi.骑马；乘车；依靠；漂浮 vt.骑；乘；控制；（骑马、自行车等）穿越；搭乘；飘浮 n.骑；乘坐；交通工具；可供骑行
的路；（乘坐汽车等的）旅行；乘骑；（乘车或骑车的）短途旅程；供乘骑的游乐设施 n.（英）赖德（人名）；（法、
葡）里德（人名）

94 roles 2 ['rəʊlz] n. 角色（名词role的复数形式）

95 shown 2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96 sta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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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Stat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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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99 transfer 2 [træns'fə:] n.转让；转移；传递；过户 vi.转让；转学；换车 vt.使转移；调任

100 typecast 2 ['taipkɑ:st, -kæst] vt.浇铸；使（演员）一再演出同类的角色

101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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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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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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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woman 2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106 women 2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107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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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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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111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112 actor 1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
113 actress 1 ['æktris] n.女演员

114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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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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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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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Angelou 1 安杰卢（人名）

120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21 another 1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122 anti 1 ['ænti, -tai] adj.反对的 n.反对者，反对论者 n.(Anti)人名；(意)安蒂；(阿拉伯)安提

123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124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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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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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Arthur 1 ['ɑ:θə] n.亚瑟（男子名）；亚瑟王（传说中六世纪前后英国的国王，圆桌骑士团的首领）

127 artists 1 英 ['a:tists] 美 ['ɑ:tists] n. 艺术家（名词artist的复数形式）

128 astronaut 1 ['æstrənɔ:t] n.宇航员，航天员；太空旅行者

129 aunt 1 [ɑ:nt, ænt] n.阿姨；姑妈；伯母；舅妈

130 auto 1 ['ɔ:təu] n.汽车（等于automobile）；自动 vi.乘汽车 n.(Auto)人名；(葡)奥托

131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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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becomes 1 [bɪ'kʌm] v. 变成；成为；变得；适合（某人）；使（人）显得漂亮

134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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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born 1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137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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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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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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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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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career 1 n.生涯；职业；事业；速度，全速 adj.作为毕生职业的 vi.全速前进，猛冲

143 cast 1 [kɑ:s, kæst] vt.投，抛；计算；浇铸；投射（光、影、视线等） n.投掷，抛；铸件，[古生]铸型；演员阵容；脱落物 vi.投，
抛垂钓鱼钩；计算，把几个数字加起来 n.(Cast)人名；(法)卡斯特

144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145 cents 1 [sents] n. 分，一分钱的硬币( cent的名词复数 )

146 champion 1 ['tʃæmpiən] n.冠军；拥护者；战士 vt.支持；拥护 adj.优胜的；第一流的 n.(Champion)人名；(英)钱皮恩；(法)尚皮翁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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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Chinese 1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149 choice 1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150 chosen 1 ['tʃəuzən] vt.选择（choos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挑选出来的，精选的

151 civil 1 ['sivəl] adj.公民的；民间的；文职的；有礼貌的；根据民法的 n.(Civil)人名；(土)吉维尔；(法)西维尔

152 color 1 ['kʌlə] n.颜色；肤色；颜料；脸色 vt.粉饰；给...涂颜色；歪曲 vi.变色；获得颜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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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confirmation 1 [,kɔnfə'meiʃən] n.确认；证实；证明；批准

155 contribution 1 [,kəntri'bju:ʃən] n.贡献；捐献；投稿

156 contributions 1 [kɒntrɪb'ju ʃːnz] 贡献

157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158 cooperate 1 [kəu'ɔpəreit] vi.合作，配合；协力

159 courage 1 ['kʌridʒ] n.勇气；胆量 n.(Courage)人名；(英)卡里奇；(法)库拉热

160 creative 1 [kri'eitiv] adj.创造性的

161 currency 1 ['kərənsi] n.货币；通货

162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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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165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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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discrimination 1 [dis,krimi'neiʃən] n.歧视；区别，辨别；识别力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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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170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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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72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73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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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76 excellent 1 ['eksələnt] adj.卓越的；极好的；杰出的

177 excited 1 [ik'saitid] adj.兴奋的；激动的；活跃的 v.激动；唤起（excite的过去分词）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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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extra 1 ['ekstrə] adv.特别地，非常；另外 n.临时演员；号外；额外的事物；上等产品 adj.额外的，另外收费的；特大的

180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181 fame 1 [feim] n.名声，名望；传闻，传说 vt.使闻名，使有名望

182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183 features 1 ['fiː tʃəz] n. 容貌；特征 名词feature的复数形式.

184 feels 1 [fiː l] v. 感觉；觉得；触摸；摸起来；认为；摸索 n. 感觉；触觉

185 film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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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187 fixed 1 adj.确定的；固执的；<美口>处境...的；准备好的 v.修理（过去式）

188 fly 1 [flai] vi.飞；驾驶飞机；飘扬 vt.飞行；飞越；使飘扬 n.飞行；苍蝇；两翼昆虫 adj.敏捷的 n.(Fly)人名；(法)弗利；(英)弗莱

189 forcing 1 ['fɔ:siŋ] adj.强迫的；强制的；施加压力的 n.强迫 v.强迫（force的变形）；强制

190 gallery 1 ['gæləri] n.画廊；走廊；旁听席；地道 vt.在…修建走廊；在…挖地道 vi.挖地道 n.(Gallery)人名；(英)加勒里

191 Gibson 1 ['gibsn] n.吉布森鸡尾酒

192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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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195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196 guess 1 [ges] vt.猜测；认为；推测；猜中 vi.猜；推测；猜中 n.猜测；推测 n.(Guess)人名；(英)格斯；(德)居斯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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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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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honored 1 英 ['ɒnəd] 美 ['ɑnərd] adj. 深感荣幸的；受尊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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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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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imagine 1 vt.想象；猜想；臆断 vi.想象；猜想；想象起来

203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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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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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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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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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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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211 lantern 1 ['læntən] n.灯笼；提灯；灯笼式天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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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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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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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17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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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madame 1 [mɑ:'dɑ:m, 'mædəm] n.（法语）夫人；太太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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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maya 1 ['maiə] n.马雅人；马雅语 adj.马雅人的；马雅语的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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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23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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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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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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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0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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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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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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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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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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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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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paramount 1 ['pærəmaunt] adj.最重要的，主要的；至高无上的 n.最高统治者

239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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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perform 1 [pə'fɔ:m] vt.执行；完成；演奏 vi.执行，机器运转；表演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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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physically 1 ['fizikli] adv.身体上，身体上地

244 pictured 1 英 ['pɪktʃə(r)] 美 ['pɪktʃər] n. 照片；影片；描述；图画 vt. 想像；画；拍照

245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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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典)普莱

247 pleased 1 [pli:zd] adj.高兴的；喜欢的；乐意做某事 v.满意；愿意（plea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248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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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pulled 1 ['pʊld] adj. 牵引的 v. 拉；拖；牵；拔（动词pu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251 quarters 1 ['kwɔtə(r)z] n.住处；四分之一（quarter的复数）；营房 v.把…四等分；供…住宿（quarter的三单形式）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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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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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55 red 1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
256 repeatedly 1 [rɪ'piː tɪdli] adv. 重复地；再三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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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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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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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260 representation 1 [,reprizen'teiʃən] n.代表；表现；表示法；陈述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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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63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264 sally 1 英 [ˈsæli] 美 [ˈsæli] n.突围；[军]出击；（感情等）迸发；俏皮话；远足 vt.突围；出发；动身，外出 n.(Sally)人名；(捷)萨
莉；(德、芬、意、英)萨莉(教名Sara、Sarah的昵称)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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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267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268 shanghai 1 ['ʃæŋhai; 'ʃæŋ'hai] n.上海（中国东部港市）

269 shares 1 n.[金融]股份（share的复数形式） v.[计]共享，共有；分配（share的三单形式）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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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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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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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situations 1 [sɪtʃ'ʊeɪʃnz] 现状

274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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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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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stereotype 1 ['steriəutaip, 'stiə-] vt.使用铅版；套用老套，使一成不变 n.陈腔滥调，老套；铅版

278 stereotyping 1 ['steriətaipiŋ] n.刻板印象；浇版 v.把…浇铸成铅版；使成为陈规（stereotype的现在分词）

279 studios 1 英 ['stjuːdiəʊ] 美 ['stuːdioʊ] n. 画室；工作室；播音室；制片厂；摄影场

280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281 suited 1 ['sju:tid] adj.合适的 v.适合（suit的过去分词）

282 supporter 1 [sə'pɔ:tə] n.支持者；拥护者

283 surprised 1 [sə'praizd] adj.感到惊讶的，出人意料的 v.使惊奇（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284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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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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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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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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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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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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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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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94 toll 1 n.通行费；代价；钟声；伤亡人数 vt.征收；敲钟 vi.鸣钟；征税

295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296 underpaid 1 [,ʌndə'peid] adj.所得报酬过低的 v.[会计]未足额支付（underpay的过去分词）

297 us 1 pron.我们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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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300 Ventris 1 [人名] 文特里斯

301 version 1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302 versions 1 ['vɜ ʃːəns] n. 版本 名词version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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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VOA 1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304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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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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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309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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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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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2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313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14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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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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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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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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