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3-03-14 [Arts and Culture] 'Everything' Wins Best Picture,
Acting Oscar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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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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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in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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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bes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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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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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won 9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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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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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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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movie 7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12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3 Oscar 6 ['ɔskə] n.（美）奥斯卡金像奖；钱；奥斯卡（男子名）

14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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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to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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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 a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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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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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 Curtis 5 ['kə:tis] n.柯蒂斯（男子名）

19 film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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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his 5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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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23 acting 4 ['æktiŋ] adj.代理的；装腔作势的 n.演技；演戏；假装

24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5 everything 4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26 he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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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once 4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28 quan 4 n.全（中国姓氏）

29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0 yeoh 4 [人名] 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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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your 4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33 actor 3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
34 actress 3 ['æktris] n.女演员

35 award 3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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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everywhere 3 ['evrihwεə] adv.到处 n.每个地方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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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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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40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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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hope 3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42 is 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43 old 3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44 original 3 [ə'ridʒənəl] n.原件；原作；原物；原型 adj.原始的；最初的；独创的；新颖的

45 oscars 3 abbr.one-way synchronous collision avoidance and ranging system 单路同步防撞与测距系统

46 play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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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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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age 3 [steidʒ] n.阶段；舞台；戏剧；驿站 vt.举行；上演；筹划 vi.举行；适于上演；乘驿车旅行 n.(Stage)人名；(英)斯特奇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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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Sunday 3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51 t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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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53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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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academy 2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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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Alexei 2 阿列克谢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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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Asian 2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
59 awards 2 英 [ə'wɔː d] 美 [ə'wɔː 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60 beacon 2 ['bi:kən] n.灯塔，信号浮标；烽火；指路明灯 vt.照亮，指引 vi.像灯塔般照耀

61 berger 2 n. 伯杰(姓氏；男子名)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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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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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Daniel 2 ['dænjəl] n.丹尼尔（男子名）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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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eature 2 ['fi:tʃə] n.特色，特征；容貌；特写或专题节目 vi.起重要作用 vt.特写；以…为特色；由…主演

67 free 2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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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journey 2 ['dʒə:ni] n.旅行；行程 vi.旅行 n.(Journey)人名；(英)朱尼，朱妮(女名)

70 laundromat 2 ['lɔ:ndrəumæt, 'lɑ:n-] n.（美）自助洗衣店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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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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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man 2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74 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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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mill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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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m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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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night 2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78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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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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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parents 2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81 past 2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82 picture 2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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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pl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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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prime 2 [praim] adj.主要的；最好的；基本的 adv.极好地 n.初期；青年；精华；全盛时期 vt.使准备好；填装 vi.作准备 n.(Prime)人
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
85 role 2 [rəul] n.角色；任务 n.(Ro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赤几)罗莱

86 song 2 [sɔŋ, sɔ:ŋ] n.歌曲；歌唱；诗歌；鸣声 n.(Song)人名；(泰)颂；(柬)松；(英)桑；(老)宋；(越)双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松

87 speech 2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
88 strong 2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89 supporti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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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0 war 2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91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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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young 2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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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actors 1 ['æktəz] n.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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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addressed 1 [ə'dresd] adj. 标记地址的 动词addr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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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agent 1 ['eidʒənt] n.代理人，代理商；药剂；特工 vt.由…作中介；由…代理 adj.代理的 n.(Agent)人名；(罗)阿真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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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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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-
ed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102 angeles 1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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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anybody 1 ['eni,bɔdi] pron.任何人 n.重要人物

105 Ashley 1 n.艾希莉（人名）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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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7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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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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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11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112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113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114 boat 1 [bəut] n.小船；轮船 vi.划船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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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匈)博特

116 boy 1 [bɔi] n.男孩；男人 n.(Boy)人名；(英、德、西、意、刚(金)、印尼、瑞典)博伊；(法)布瓦

117 boys 1 n.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.

118 brendan 1 n. 布伦丹

119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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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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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camp 1 [kæmp] vi.露营；扎营 vt.扎营；使扎营 n.露营 n.(Camp)人名；(英)坎普；(瑞典)坎普；(法)康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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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125 carried 1 ['kærid] adj.被运的；入神的；忘我的 v.保持（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搬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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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ceremony 1 ['seriməuni] n.典礼，仪式；礼节，礼仪；客套，虚礼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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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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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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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cinematography 1 [,sinəmə'tɔgrəfi] n.电影艺术

131 clothes 1 [kləuðz] n.衣服

132 countr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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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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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cried 1 [kraid] v.哭泣；喊叫（cry的过去分词）

135 dance 1 [dɑ:ns, dæns] n.舞蹈；舞会；舞曲 vi.跳舞；跳跃；飘扬 vt.跳舞；使跳跃 adj.舞蹈的；用于跳舞的 n.(Dance)人名；(英)丹
斯；(法)当斯

136 daughter 1 ['dɔ:tə] n.女儿；[遗][农学]子代 adj.女儿的；子代的

137 d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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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土)达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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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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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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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documentary 1 [,dɔkju'mentəri] adj.记录的；文件的；记实的 n.纪录片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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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3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144 dread 1 [dred] n.恐惧；可怕的人（或物） vi.惧怕；担心 vt.惧怕；担心 adj.可怕的

145 dream 1 [dri:m] vi.梦想；做梦，梦见；想到 n.梦想，愿望；梦 vt.梦想；做梦；想到 adj.梦的；理想的；不切实际的

146 dreaming 1 ['dri:miŋ] adj.有梦想的 v.做梦（dream的ing形式）

147 drying 1 ['draiiŋ] n.干燥 v.把…弄干（dry的ing形式）

148 earned 1 ['ɜːnd] adj. 挣得的；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9 Edward 1 ['edwəd] n.爱德华（男子名）

150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151 English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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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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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eyes 1 n.眼睛（eye的复数） n.(Eyes)人名；(英)艾斯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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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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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159 felix 1 ['fi:liks] n.菲力克斯（男子名）；费力克斯制导炸弹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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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fourth 1 [fɔ:θ] adj.第四的，第四个的；四分之一的 n.第四，月的第四日；四分之一 num.第四

162 Fraser 1 ['freizə] n.弗雷则河（加拿大西南部河流）；弗雷泽（男子名）

163 front 1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
164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165 German 1 ['dʒə:mən] adj.德国的；德语的，德国人的 n.德语；德国人

166 girls 1 ['ɡɜ lː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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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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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goonies 1 七宝奇谋

169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
伯、巴基)哈伊

170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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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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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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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5 holds 1 英 [həʊldz] 美 [hoʊldz] n. 货舱；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.

176 Hollywood 1 ['hɔliwud] n.好莱坞

177 horror 1 ['hɔrə] n.惊骇；惨状；极端厌恶；令人恐怖的事物

178 horrors 1 ['hɔrə] n.惊骇；惨状；极端厌恶；令人恐怖的事物

179 husband 1 ['hʌzbənd] vt.节约地使用（或管理） n.丈夫 n.(Husband)人名；(英)赫斯本德

180 Huy 1 abbr.亨伯赛德郡（英国，Humberside） n.(Huy)人名；(德)许伊；(法)于伊；(柬)辉

181 idiom 1 ['idiəm] n.成语，习语；土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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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immigrant 1 ['imigrənt] adj.移民的；迁入的 n.移民，侨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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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India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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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Indiana 1 [,indi'ænə] n.印第安纳州（美国中部的州）

187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188 jailed 1 ['dʒeɪld] adj. 监禁的；拘留的

189 jamie 1 n.杰米（男子名）

190 janet 1 ['dʒænit] abbr.联合科研网（jointacademicnetwork）

191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92 Jones 1 [dʒəunz] n.琼斯（姓氏）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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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Kammerer 1 n. 卡默勒

195 ke 1 abbr.动能（kineticenergy）；键入错误（KeyError） n.(Ke)人名；(柬)盖；(中)茄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96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197 kwan 1 中国姓氏管、关的音译

198 Ladies 1 ['leidiz] n.女盥洗室；女士（Lady的复数）

199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200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201 lee 1 [li:] n.保护；背风处 adj.保护的；庇荫的；避风的 n.(Lee)人名；(朝)李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利；(中)李(广东话·威
妥玛)

202 leigh 1 [li:] n.利（男子名，等于Lee）

203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204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205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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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08 Lo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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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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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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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Malaysian 1 [mə'leiʒən; -ziən] adj.马来西亚的；马来西亚人的 n.马来西亚人（等于Malay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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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13 Michelle 1 [mi:'ʃel] n. 米歇尔(女子名)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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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Moscow 1 ['mɔskəu] n.莫斯科（俄罗斯首都）

216 movies 1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
217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218 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
219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220 netflix 1 ['netfliː ks] n. 出租DVD；在线观看电影的网站。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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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nominees 1 [nɒmɪ'niː z] 被提名者

223 notable 1 ['nəutəbl] adj.值得注意的，显著的；著名的 n.名人，显要人物

224 nothing 1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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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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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opportunity 1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
228 opposition 1 [,ɔpə'ziʃən] n.反对；反对派；在野党；敌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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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31 overweight 1 ['əuvəweit, 'əuvə'weit, ,əuvə'weit] adj.超重的；过重的 vt.使负担过重 n.超重

232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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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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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phrase 1 [freiz] n.短语,习语,措辞,乐句 vt.措词,将(乐曲)分成乐句

236 platform 1 ['plætfɔ:m] n.平台；月台，站台；坛；讲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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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poison 1 vt.污染；使中毒，放毒于；败坏；阻碍 vi.放毒，下毒 n.毒药，毒物；酒；有毒害的事物；[助剂]抑制剂；(Poison)人
名；(西)波伊松

239 possibilities 1 英 [ˌpɒsə'bɪləti] 美 [ˌpɑːsə'bɪləti] n. 可能；可能性；可能的事情；潜在的价值

240 presentation 1 n.展示；描述，陈述；介绍；赠送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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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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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production 1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244 promise 1 ['prɔmis] n.许诺，允诺；希望 vt.允诺，许诺；给人以…的指望或希望 vi.许诺；有指望，有前途

245 quiet 1 adj.安静的；安定的；不动的；温顺的 n.安静；和平 vt.使平息；安慰 vi.平静下来

246 quit 1 [kwit] vt.离开；放弃；停止；使…解除 vi.离开；辞职；停止 n.离开；[计]退出 adj.摆脱了…的；已经了结的 n.(Quit)人
名；(英)奎特

247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248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49 reconnect 1 [ˌriː kə'nekt] v. 使再接合；重新连接

250 refugee 1 [,refju'dʒi:, 'refjudʒi:] n.难民，避难者；流亡者，逃亡者

251 remake 1 [,ri:'meik, 'ri:meik] n.重做；重制物 vt.再制

252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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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55 rrr 1 ['ɑ rː'ɑ rː'ɑ rː] (=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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respiration rate) 相对呼吸率,(=renin release rate) 肾素释放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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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Russian 1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257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258 say 1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259 screenplay 1 ['skri:nplei] n.编剧，剧本；电影剧本

260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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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2 shock 1 [ʃɔk] n.休克；震惊；震动；打击；禾束堆 vt.使休克；使震惊；使震动；使受电击；把…堆成禾束堆 vi.感到震惊；受到
震动；堆成禾束堆 adj.浓密的；蓬乱的 n.(Shock)人名；(英)肖克

263 shoulders 1 英 ['ʃəʊldəz] 美 ['ʃoʊldəz] n. 肩膀 名词shoulder的复数形式.

264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265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266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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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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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somehow 1 adv.以某种方法；莫名其妙地

270 spent 1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
271 stand 1 [stænd] vi.站立；位于；停滞 vt.使站立；忍受；抵抗 n.站立；立场；看台；停止

272 sta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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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starred 1 [stɑ:d] adj.担任主角的；用星装饰的；用星号标明的；受命运支配的 v.使担任主角（star的过去式）；用星（形物）装
饰

274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5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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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7 streamed 1 [striː m] n. (小)河；水流；(人；车；气)流；组 v. 流动；流出；飘动；将(学生)按能力分组

278 superpowers 1 n.超级大国( superpower的名词复数 )

279 tax 1 [tæks] vt.向…课税；使负重担 n.税金；重负 n.(Tax)人名；(英、匈、捷)塔克斯

280 te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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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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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thanked 1 [θæŋk] v. 感谢；谢谢；责怪 n. 谢意；感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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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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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86 Thompson 1 ['tɔmpsn] n.汤普森（姓）

287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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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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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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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92 tonight 1 [tə'nait] adv.在今晚 n.今晚

293 Tony 1 ['təuni] n.托尼（男名）

294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295 traveling 1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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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universe 1 ['ju:nivə:s] n.宇宙；世界；领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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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8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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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upward 1 ['ʌpwəd] adj.向上的；上升的 adv.向上

301 us 1 pron.我们

302 Vietnam 1 n.越南（东南亚国家）

303 viral 1 [ˈvaɪrəl] adj.病毒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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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washing 1 ['wɔʃiŋ, 'wɔ:ʃ-] n.洗涤；洗涤剂；要洗的衣物 adj.洗涤用的，清洗用的 v.洗；使受洗礼（wash的ing形式）

306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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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wester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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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whale 1 [hweil] vt.猛揍；使惨败 vi.捕鲸 n.鲸；巨大的东西 n.(Whale)人名；(英)惠尔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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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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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wife 1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
313 win 1 vt.赢得；在…中获胜 vi.赢；获胜；成功 n.赢；胜利 n.(Win)人名；(德、荷、缅)温；(英)温(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)

314 winners 1 温纳斯

315 wins 1 视窗网际网路名称服务

316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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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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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9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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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yulia 1 尤利娅

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http://www.voase.cn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