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1-12 [Arts and Culture] 'Black Panther' Movie Actors_ Film
Changed How People See Africa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 abo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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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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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ted 1 ['æktɪd] v. 行动；假装；表演；扮演；充当（动词a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 actor 1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
6 actors 6 ['æktəz] n.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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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9 affects 1 [ə'fekt] vt. 影响；感动；作用

10 Africa 5 ['æfrikə] n.非洲

11 African 3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12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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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5 amazing 1 [ə'meiziŋ] adj.令人惊异的 v.使吃惊（amaz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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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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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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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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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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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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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 ayo 1 n.哈尔曼氏崖爬藤 n.(Ayo)人名；(英、西、尼日利)阿约

24 babalola 1 巴巴洛拉

25 based 2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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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8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29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30 black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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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oo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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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or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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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ringing 1 [briŋ] vt.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34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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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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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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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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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40 captain 1 ['kæptin] n.队长，首领；船长；上尉；海军上校 vt.指挥；率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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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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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celebrating 3 ['selɪbreɪt] v. 庆祝；庆贺；颂扬

43 changed 2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4 charact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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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haracters 1 英 ['kærɪktəz] 美 ['kærɪktɚz] n. 人物；角色；特性；字符 名词character的复数形式.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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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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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49 continent 1 ['kɔntinənt] n.大陆，洲，陆地 adj.自制的，克制的

50 conversations 1 n. 会话（conversation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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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53 culture 1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54 cultures 1 ['kʌltʃəz] n. 文化 名词culture的复数形式.

55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56 danai 1 n.(Danai)人名；(匈)道瑙伊

57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58 Disney 1 ['dizni] n.迪斯尼（美国动画影片制作家及制片人）

59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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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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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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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64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65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66 false 1 [fɔ:ls] adj.错误的；虚伪的；伪造的 adv.欺诈地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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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69 fiction 1 ['fikʃən] n.小说；虚构，编造；谎言

70 fictional 1 ['fikʃənl] adj.虚构的；小说的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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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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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73 Florence 1 ['flɔrəns] n.佛罗伦萨（意大利都市名）；弗洛伦斯（女子名）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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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76 for 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77 forever 2 [fə'revə] adv.永远；不断地；常常

78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79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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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gathered 1 ['gæðəɒ] adj. 聚集的；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82 genuine 1 ['dʒenjuin] adj.真实的，真正的；诚恳的

83 genuinely 1 ['dʒenjuinli] adv.真诚地；诚实地

84 Germany 1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85 girl 1 n.女孩；姑娘，未婚女子；女职员，女演员；（男人的）女朋友 n.（捷）吉尔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86 goo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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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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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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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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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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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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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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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
95 Hollywood 1 ['hɔliwud] n.好莱坞

96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97 howev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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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imaginary 1 [i'mædʒinəri] adj.虚构的，假想的；想像的；虚数的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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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0 impacted 1 [im'pæktid] adj.压紧的；结实的；嵌入的；（人口）稠密的 v.装紧；挤满（impact的过去分词）

101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02 in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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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3 including 2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04 inclusive 2 [in'klu:siv] adj.包括的，包含的

105 indigenous 2 [in'didʒinəs] adj.本土的；土著的；国产的；固有的

106 influence 1 ['influəns] n.影响；势力；感化；有影响的人或事 vt.影响；改变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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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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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is 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0 i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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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Joseph 1 ['dʒəuzif] n.约瑟夫（男子名）；约瑟（圣经中雅各的第十一子）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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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Kenya 1 ['kenjə; 'ki:njə] n.肯尼亚（东非国家）

114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115 knowing 1 ['nəuiŋ] adj.博学的；狡猾的；心照不宣的 n.认知 v.知道；认识；确信（know的ing形式）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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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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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19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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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liked 1 [laikt] v.喜欢（like的过去式）

121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122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123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124 mai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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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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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27 marvel 1 n.奇迹 vt.对…感到惊异 vi.感到惊讶 n.(Marvel)人名；(英)马弗尔；漫威漫画

128 model 1 ['mɔdəl] n.模型；典型；模范；模特儿；样式 vt.模拟；塑造；模仿 vi.做模型；做模特儿 adj.模范的；作模型用的 n.
(Model)人名；(德、俄、英)莫德尔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29 models 1 ['mɒdlz] n. 模范；模特儿；模型（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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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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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133 movie 14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134 moviemaker 1 ['mu:vi,meikə] n.电影制作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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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native 1 ['neitiv] adj.本国的；土著的；天然的；与生俱来的；天赋的 n.本地人；土产；当地居民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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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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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Nigeria 1 [nai'dʒiəriə] n.尼日利亚（位于非洲）

140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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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nyong 1 n. 尼永河(在喀麦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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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okoye 1 奥科耶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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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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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opened 1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
148 opening 1 ['əupəniŋ] n.开始；机会；通路；空缺的职位 adj.开始的 v.开放（open的ing形式）；打开；公开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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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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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52 panther 6 ['pænθə] n.豹；黑豹；美洲豹 n.(Panther)人名；(英)潘瑟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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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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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pers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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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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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pl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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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played 1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160 plays 1 [pleɪ] v. 玩；比赛；（在运动队中）担当；派...出场；带；踢；击（球）；走（棋子）；出牌；演奏；播放；扮演；假
装；上演；发挥（作用）；应付；处理；掠过；浮现；使轻快地活动；（喷泉）喷涌；做游戏 n. 游戏；戏剧；比赛；发挥
作用；玩笑；间隙；闪烁；闪现

161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62 Powers 1 n.能天使；力天使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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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165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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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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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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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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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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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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said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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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secon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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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se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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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sh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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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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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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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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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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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sold 1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183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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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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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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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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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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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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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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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superhero 3 英 ['suːpəhɪərəʊ] 美 ['suːpərhɪroʊ] n. 超级英雄

192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193 television 2 ['teli,viʒən, ,teli'v-] n.电视，电视机；电视业

194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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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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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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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198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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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thinks 1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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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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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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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to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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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06 to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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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207 tries 1 [traɪ] v. 试验；尝试；设法；努力；审判；考验 n. 尝试；试验；（橄榄球）持球触地得分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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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TV 1 ['ti:'vi:] abbr.电视（television）

210 Uganda 1 [ju:'gændə] n.乌干达（非洲国家）

211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212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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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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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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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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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wakanda 2 n. 万坎达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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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19 way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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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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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22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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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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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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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with 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27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228 wonder 1 [ˈwʌndə(r)] n.惊奇；奇迹；惊愕 vi.怀疑；想知道；惊讶 vt.怀疑；惊奇；对…感到惊讶 adj.奇妙的；非凡的 n.Wonder，
旺德（人名）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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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0 work 1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231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32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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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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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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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you 6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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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zimbabwe 1 [zim'bɑ:bwei; -wi] n.津巴布韦（国家名，位于非洲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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