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3-11 [Arts and Culture] Black, Latin Actors, Directors Try to
Tell Their Storie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2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to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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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2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black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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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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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for 1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 o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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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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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 with 8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2 actors 7 ['æktəz] n.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.

13 awards 7 英 [ə'wɔː d] 美 [ə'wɔː 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14 he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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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 i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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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people 7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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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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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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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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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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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storie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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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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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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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ctor 4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
26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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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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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compan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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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creators 4 创造者

30 Latino 4 [lə'ti:nəu] adj.拉丁美洲的；拉丁美洲人的 n.拉丁美洲人 n.(Latino)人名；(意、葡)拉蒂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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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producers 4 生产性

33 tell 4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拉
伯)塔勒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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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women 4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36 wor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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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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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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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38 academy 3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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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0 Bassett 3 n. 巴西特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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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directors 3 [dɪ'rektəz] 董事

43 diversity 3 [dai'və:səti] n.多样性；差异

44 each 3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45 fanny 3 n.（口）屁股，臀部 n.（禁忌语）女性阴部，女性生殖器

46 Grande 3 [gra:nd] adj.重大的，显要的 n.(Grande)人名；(英、德、西、葡、瑞典)格兰德；(法)格朗德

47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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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major 3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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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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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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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nominated 3 ['nɒmɪneɪtɪd] adj. 被提名的；被任命的 动词nom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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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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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56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57 par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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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sho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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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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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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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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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wa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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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64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65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66 acting 2 ['æktiŋ] adj.代理的；装腔作势的 n.演技；演戏；假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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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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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70 amount 2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71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72 angeles 2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73 award 2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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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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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bo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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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匈)博特

77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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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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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79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80 colo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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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comments 2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82 companies 2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83 constant 2 ['kɔnstənt] adj.不变的；恒定的；经常的 n.[数]常数；恒量 n.(Constant)人名；(德)康斯坦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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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director 2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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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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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every 2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89 female 2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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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92 gaston 2 [,gæstən] n.加斯顿（男子名）

93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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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HBO 2 n. 家庭影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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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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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industry 2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99 king 2 [英[kɪŋ] 美[kɪŋ]] n.国王；最有势力者；王棋 vi.统治；做国王 vt.立…为王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，最大的 n.(King)人名；
(德、英、葡、捷、西)金；(中)金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京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京

100 Latin 2 ['lætin] adj.拉丁语的；拉丁人的 n.拉丁语；拉丁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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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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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Lo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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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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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money 2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06 negative 2 ['negətiv] adj.[数]负的；消极的；否定的；阴性的 n.否定；负数；[摄]底片 vt.否定；拒绝

107 Nelson 2 ['nelsən] n.压住对方头部或颈后及一臂或二臂的手法 n.(Nelson)人名；(英、俄)纳尔逊；(德、西、葡、瑞典)内尔松

108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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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10 numb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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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12 oprah 2 n.奥普拉（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）

113 Oscar 2 ['ɔskə] n.（美）奥斯卡金像奖；钱；奥斯卡（男子名）

114 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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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pride 2 n.自豪；骄傲；自尊心；狮群 vt.使得意，以...自豪 vi.自豪 n.（Pride）人名；（英）普赖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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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programs 2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118 received 2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119 result 2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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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shows 2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122 started 2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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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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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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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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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think 2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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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128 us 2 pron.我们

129 wants 2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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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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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while 2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133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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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winfrey 2 温弗里（人名）

135 woman 2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136 work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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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7 writers 2 ['raɪtəz] 作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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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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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activists 1 ['æktɪvɪsts] 积极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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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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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144 African 1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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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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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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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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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50 amy 1 ['eimi] n.艾米（女子名）

151 anatomy 1 [ə'nætəmi] n.解剖；解剖学；剖析；骨骼

152 angela 1 ['ændʒilə] n.安吉拉（女子名）

153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154 appeal 1 [ə'pi:l] vi.呼吁，恳求；上诉；诉诸，求助；有吸引力，迎合爱好；（体育比赛中）诉诸裁判 n.呼吁，请求；吸引力，
感染力；上诉；诉诸裁判 vt.将…上诉，对…上诉

155 argue 1 ['ɑgju:] vi.争论，辩论；提出理由 vt.辩论，争论；证明；说服 n.(Argue)人名；(英、法)阿格

156 arts 1 [a:ts] n.文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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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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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9 association 1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160 Atlanta 1 [ət'læntə] n.亚特兰大（美国城市）

161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162 bafta 1 ['bæftə] abbr.（英）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（BritishAcademyofFilmandTelevisionArts）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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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belief 1 [bi'li:f] n.相信，信赖；信仰；教义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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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特

166 bet 1 [bet] n.打赌，赌注；被打赌的事物 vt.打赌；敢断定，确信 vi.打赌 n.(Bet)人名；(意、以、瑞典、英)贝特

167 British 1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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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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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casts 1 英 [kɑːst] 美 [kæst] v. 掷；抛；投；铸造；指定演员；加起来；投射(目光)；投(票)；预测 n. 演员阵容；投掷；[医]固定用
敷料

171 Caty 1 卡蒂

172 centered 1 ['sentəd] adj.居中的；有圆心的 v.集中；居中（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173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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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characteristic 1 [,kærəktə'ristik] adj.典型的；特有的；表示特性的 n.特征；特性；特色

176 Chile 1 ['tʃili] n.智利（南美洲国家）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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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179 complexity 1 [kəm'pleksiti] n.复杂，复杂性；复杂错综的事物

180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181 cooperative 1 [kəu'ɔpərətiv] adj.合作的；合作社的 n.合作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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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creates 1 [kri'ː eɪts] n. 创立 创建.

184 creator 1 [kri'eitə] n.创造者；创建者

185 criticized 1 ['krɪtɪsaɪz] v. 批评；挑剔；评论；非难；吹毛求疵

186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87 crowdfunding 1 众筹

188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
西)迪尔

189 dealt 1 [delt] v.处理（dea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90 decreasing 1 [di'kri:siŋ] adj.渐减的 v.减少；缩减（decrease的ing形式）

191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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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directed 1 [di'rektid, dai-] adj.定向的；经指导的；被控制的 v.指导；管理（dir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94 diverse 1 [dai'və:s, di-] adj.不同的；多种多样的；变化多的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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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96 entertainment 1 [,entə'teinmənt] n.娱乐；消遣；款待

197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
198 explained 1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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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felicia 1 [fi'lisiə] n.费利西亚（女子名）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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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filmmakers 1 n.制片人（filmmaker的复数）

203 finance 1 [fai'næns] n.财政，财政学；金融 vt.负担经费，供给…经费 vi.筹措资金 n.(Finance)人名；(法)菲南斯

204 financing 1 [fi'nænsiŋ] n.融资；财务；筹措资金 v.筹措资金；财政管理；从事金融活动（finance的ing形式）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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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07 footsteps 1 ['fʊtsteps] n. 脚步 名词footstep的复数形式.

208 forever 1 [fə'revə] adv.永远；不断地；常常

209 forms 1 ['fɔː 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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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12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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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Georgia 1 ['dʒɔ:dʒjə] n.乔治亚州；格鲁吉亚（前苏联加盟共和国）；乔治娅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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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216 gina 1 ['dʒi:nə] 吉纳(女子名)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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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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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grey 1 [grei] adj.灰色的；灰白的 vt.使变成灰色；使变老 vi.变成灰色；老化 n.灰色 n.(Grey)人名；(英、法)格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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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harmful 1 ['hɑ:mful] adj.有害的；能造成损害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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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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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225 homebound 1 ['həumbaund] adj.回家的，回家乡的

226 honey 1 ['hʌni] n.蜂蜜；宝贝；甜蜜 adj.甘美的；蜂蜜似的 vt.对…说甜言蜜语；加蜜使甜 vi.奉承；说甜言蜜语 n.(Honey)人名；
(英)霍尼

227 humanity 1 [hju:'mænəti] n.人类；人道；仁慈；人文学科

228 ideas 1 观念

229 improvements 1 [ɪmp'ruːvmənts] 改进

230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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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insecure 1 [,insi'kujə] adj.不安全的；不稳定的；不牢靠的

233 invested 1 [ɪn'vest] v. 投资；投入

234 issa 1 n. (东北非的)伊萨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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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克；(匈)洛克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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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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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40 lo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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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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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mainly 1 ['meinli] adv.主要地，大体上

243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244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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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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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47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248 met 1 [met] v.遇见（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et)人名；(瑞典)梅特

249 motion 1 n.动作；移动；手势；请求；意向；议案 vi.运动；打手势 vt.运动；向…打手势

250 much 1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251 network 1 ['netwə:k] n.网络；广播网；网状物

252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253 nominating 1 英 ['nɒmɪneɪt] 美 ['nɑːmɪneɪt] vt. 提名；指派；登记赛马参加比赛

254 nomination 1 [,nɔmi'neiʃən] n.任命，提名；提名权

255 nominations 1 n.提名，任命( nomination的名词复数 )

256 none 1 [nʌn] pron.没有人；一个也没有；没有任何东西 adj.没有的，一点没有的 adv.决不，一点也不 n.(None)人名；(葡、罗)诺
内；(日)野根(姓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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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258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59 opportunities 1 [ˌɒpə'tjuːnɪtɪs] npl. opportunity的复数形式，机会，时机

260 oscars 1 abbr.one-way synchronous collision avoidance and ranging system 单路同步防撞与测距系统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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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panther 1 ['pænθə] n.豹；黑豹；美洲豹 n.(Panther)人名；(英)潘瑟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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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performers 1 n. 表演者；执行者（performer的复数形式）

265 perry 1 ['peri] n.梨酒

266 picked 1 ['pikid, pikt] adj.采摘的；精选的 v.挑选；采摘（pick的过去式）

267 picture 1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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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70 presented 1 ['preznt] n. 礼物；现在 adj. 出席的；现在的；当前的；存在的 v. 提出；赠送；呈现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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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272 prince 1 [prins] n.王子，国君；亲王；贵族 n.(Prince)人名；(英、葡)普林斯；(法)普兰斯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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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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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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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projec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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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projects 1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278 protest 1 [prəu'test, 'prəu-] vi.抗议；断言 vt.抗议；断言 n.抗议 adj.表示抗议的；抗议性的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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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Rae 1 [rei] n.瑞伊（女子名，Rachel的昵称）

281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82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83 recognition 1 [,rekəg'niʃən] n.识别；承认，认出；重视；赞誉；公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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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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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represent 1 [,repri'zent] vt.代表；表现；描绘；回忆；再赠送 vi.代表；提出异议

287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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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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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92 sciences 1 科学

293 screening 1 ['skri:niŋ] n.筛选；放映；[物]屏蔽；审查；防波 v.筛选；拍摄（screen的ing形式）；遮蔽；隔挡 adj.筛选的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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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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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share 1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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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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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 sm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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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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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sought 1 [sɔ:t] v.寻找（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03 spaces 1 n. 空格；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.

304 starring 1 [s'tɑ rːɪŋ] v. 主演（动词star的ing形式） n. 主演 adj. 主演的

305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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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stereotypes 1 ['steriətaɪp] n. 模式化观念；典型；老一套；铅版 v. 对…形成模式化的看法；使用铅版

308 successful 1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
309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310 supporting 1 [sə'pɔ:tiŋ] adj.支持的；辅助性的；次要的 n.支持；支承面 v.支持；供养（support的ing形式）

311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312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13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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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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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17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18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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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321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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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till 1 [til] n.[地理][水文]冰碛；放钱的抽屉；备用现金 prep.直到 conj.直到...为止 vt.耕种；犁 vi.耕种；耕耘 n.(Till)人名；(法)蒂
伊；(匈、德、捷)蒂尔；(英)蒂尔(女子教名Matilda的昵称)

324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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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tyler 1 ['tailə] n.泰勒（男子名）；秘密会所看守人（共济会的）

327 types 1 ['taɪps] n. 类型 v.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.

328 untrue 1 [,ʌn'tru:] adj.不真实的；不合标准的；不忠实的；不正当的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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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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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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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wakanda 1 n. 万坎达

334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335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36 w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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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weaver 1 ['wi:və] n.织工；织布者 n.(Weav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338 web 1 [web] n.网；卷筒纸；蹼；织物；圈套 vt.用网缠住；使中圈套 vi.形成网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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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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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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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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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4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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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5 written 1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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