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1-07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9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4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to 4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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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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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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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that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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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it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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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senate 14 ['senit] n.参议院，上院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

9 w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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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bu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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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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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from 1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3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4 recycling 11 [ˌriː 'saɪklɪŋ] n. 回收利用 动词recycle的现在分词.

15 cnn 10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16 on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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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you 10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8 O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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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0 with 9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1 president 8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2 Capitol 7 ['kæpitəl] n.美国国会大厦；（美国）州议会大厦

23 Dumpster 7 ['dʌmpstə] n.大型垃圾装卸卡车；垃圾大铁桶

24 ha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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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 results 7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26 thi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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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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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crane 6 [krein] n.吊车，起重机；鹤 vi.伸着脖子看；迟疑，踌躇 vt.用起重机起吊；伸长脖子 n.(Crane)人名；(意、葡)克拉内；
(英、法、西)克兰

29 ha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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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house 6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31 how 6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32 if 6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33 o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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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phone 6 [fəun] n.电话；耳机，听筒 vt.打电话 vi.打电话 n.(Phone)人名；(老、缅)蓬

35 were 6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6 when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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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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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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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around 5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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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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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3 ca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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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democrats 5 ['deməkræts] n.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.

45 do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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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end 5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47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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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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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little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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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materia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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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mo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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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our 5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53 percen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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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them 5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55 these 5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6 whil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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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your 5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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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American 4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60 building 4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61 cameras 4 ['kæmərəz] 照相机； 暗箱； 摄像机； 摄影机

62 fir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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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Gates 4 n.[建]大门；关口（gate的复数形式） v.（英）禁止外出；给…安装门（gat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Gates)人名；(英)盖茨

64 going 4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65 his 4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66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67 onl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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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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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70 ov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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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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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st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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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tha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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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there 4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75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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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tons 4 [tʌnz] ad. [口]极其；非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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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8 vide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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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videotape 4 ['vidiəuteip] n.录像带 vt.将…录到录像带上

80 vote 4 [vəut] n.投票，选举；选票；得票数 vt.提议，使投票；投票决定；公认 vi.选举，投票 n.(Vote)人名；(英、法)沃特

81 waste 4 [weist] n.浪费；废物；荒地；损耗；地面风化物 vt.浪费；消耗；使荒芜 vi.浪费；变消瘦；挥霍钱财 adj.废弃的；多余
的；荒芜的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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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yesterday 4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
84 able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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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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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87 begin 3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88 bohn 3 n.(Bohn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、罗、匈、瑞典)博恩

89 call 3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90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91 clients 3 [klaɪnts] n. 委托方；客人 名词client的复数形式.

92 count 3 [kaunt] vt.计算；认为 vi.计数；有价值 n.计数；计算；伯爵 n.(Count)人名；(法、德、南非)伯爵(欧洲贵族头衔)，康特(人
名)

93 d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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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dow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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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dropped 3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
96 elect 3 [i'lekt] adj.选出的；当选的；卓越的 n.被选的人；特殊阶层；上帝的选民 vt.选举；选择；推选 vi.作出选择；进行选举

97 election 3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
98 Ernesto 3 n. 欧内斯托

99 Georgia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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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0 inside 3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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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law 3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102 lawmakers 3 n.立法者(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)

103 less 3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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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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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nex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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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off 3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108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09 pickups 3 n. 拾音器；补拍镜头（pickup的复数）

110 process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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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re 3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112 republican 3 [ri'pʌblikən] adj.共和国的；共和政体的；共和主义的；拥护共和政体的 n.共和主义者

113 s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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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s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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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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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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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today 3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118 trash 3 [træʃ] n.垃圾；废物 vt.丢弃；修剪树枝

119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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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0 ve 3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121 vice 3 [vais] n.恶习；缺点；[机]老虎钳；卖淫 prep.代替 vt.钳住 adj.副的；代替的 n.(Vice)人名；(塞)维采

122 voice 3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123 votes 3 [vəuts] v.投票；提倡（vo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选票；选举；得票数（vote的复数形式）

124 w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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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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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wor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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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7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128 afternoon 2 [,ɑ:ftə:'nu:n, ,æf-, 'ɑ:ftə'nu:n, 'æf-] n.午后，下午

129 afterward 2 ['ɑ:ftəwəd, 'æf-] adv.以后，后来

130 aired 2 英 [eə(r)] 美 [er] n. 空气；天空；空中；感觉；神态；曲调；装腔作势 v. 晾干；使通风；广播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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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along 2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133 artificial 2 [,ɑ:ti'fiʃəl] adj.人造的；仿造的；虚伪的；非原产地的；武断的

134 asked 2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135 back 2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
后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136 beach 2 [bi:tʃ] n.海滩；湖滨 vt.将…拖上岸 vi.搁浅；定居 n.(Beach)人名；(英)比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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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139 biden 2 n. 拜登(姓氏)

140 bins 2 [bɪn] n. 箱柜；仓；垃圾箱 vt. 放入箱内

141 Brazilian 2 [brə'ziljən] adj.巴西的；巴西人的 n.巴西人

142 candidate 2 n.候选人，候补者；应试者

143 capital 2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
144 carbon 2 ['kɑ:bən] n.[化学]碳；碳棒；复写纸 adj.碳的；碳处理的 n.(Carbon)人名；(西)卡尔翁；(法)卡尔邦；(英)卡本

145 challenge 2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
146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47 clip 2 n.（塑料或金属的）夹子；回纹针；修剪；剪报 vt.剪；剪掉；缩短；给…剪毛（或发）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
某物上 vi.剪；修剪；剪下报刊上的文章（或新闻、图片等）；迅速行动；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某物上

148 contamination 2 [kən,tæmi'neiʃən] n.污染，玷污；污染物

149 control 2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150 correspondent 2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
151 cushing 2 ['kuʃiŋ] n.库欣（姓氏）

152 democratic 2 [,demə'krætik,-kəl] adj.民主的；民主政治的；大众的

153 detect 2 [di'tekt] vt.察觉；发现；探测

154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55 dozens 2 ['dʌznz] n. 几十；许多

156 dump 2 vt.倾倒；倾卸；丢下，卸下；摆脱，扔弃；倾销 vi.倒垃圾；突然跌倒或落下；卸货；转嫁（责任等） n.垃圾场；仓
库；无秩序地累积 n.（英）邓普（人名，男子教名Humphrey、Humphry的昵称）

157 electoral 2 [i'lektərəl] adj.选举的；选举人的

158 emissions 2 [i'mɪʃn] n. 散发；发行；排放

159 enforcement 2 [in'fɔ:smənt] n.执行，实施；强制

160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61 evening 2 ['i:vniŋ] n.晚上；傍晚；（联欢性的）晚会；后期 adj.在晚上的；为晚上的；晚上用的 int.晚上好（等于goodevening）

162 events 2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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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f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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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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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5 full 2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166 gets 2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167 go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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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gotten 2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
169 ha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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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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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helps 2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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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incumbent 2 [in'kʌmbənt] adj.现任的；依靠的；负有职责的 n.在职者；现任者；领圣俸者

174 intelligence 2 n.智力；情报工作；情报机关；理解力；才智，智慧；天分

175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76 Jeanne 2 [dʒi:n] n.珍妮（女子名，等于Joanna）

177 landfills 2 ['lændfɪl] n. 垃圾填埋地；垃圾填埋法 vt. 在垃圾填埋地上处理

178 later 2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79 leaders 2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180 loo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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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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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mcdonald 2 n. 麦克唐纳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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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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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moos 2 [mu ]ː v. 牛哞哞叫 n. 牛鸣声

186 most 2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187 nation 2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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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November 2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190 order 2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191 organizations 2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192 per 2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193 point 2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194 politicians 2 [pɒlɪ'tɪʃnz] 政治家

195 presidential 2 [,prezi'denʃəl] adj.总统的；首长的；统辖的

196 problem 2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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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projected 2 [prə'dʒektɪd] adj. 规划中的；突出的；投影的 动词proj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99 race 2 n.属，种；种族，人种；家庭，门第；赛事，赛跑 vt.使参加比赛；和…竞赛；使急走，使全速行进 vi.比速度，参加竞
赛；全速行进 n.(Race)人名；(英)雷斯；(塞)拉采

200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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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2 reducing 2 英 [rɪ'djuːsɪŋ] 美 [rɪ'duːsɪŋ] n. 减低；还原；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03 remo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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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representatives 2 [reprɪ'zentətɪvz] n. 众议院议员；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.

205 republicans 2 n.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.

206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07 seats 2 ['siː ts] n.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.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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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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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9 sent 2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210 state 2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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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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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telling 2 ['teliŋ] adj.有效的；生动的；显著的 n.命令；叙述；吐露真情 v.告诉；讲述（tell的ing形式）；命令 n.(Telling)人名；(英)
特林

214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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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took 2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17 track 2 [træk] n.轨道；足迹，踪迹；小道 vt.追踪；通过；循路而行；用纤拉 vi.追踪；走；留下足迹

218 trouble 2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
219 trucks 2 [trʌk] n. 卡车；手推车；敞篷货车 n. 交易；交往；商品蔬菜；实物工资；<口>垃圾 v. 以卡车运 v. 交易；打交道

220 trump 2 [trʌmp] n.王牌；法宝；喇叭 vt.胜过；打出王牌赢 vi.出王牌；吹喇叭 n.(Trump)人名；(英)特朗普

221 tweet 2 n.小鸟叫声；自录音再现装置发出的高音；推特 vi.吱吱地叫；啾鸣

222 type 2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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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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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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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27 very 2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
228 warnock 2 n. 沃诺克

229 watching 2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230 Wednesday 2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231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232 won 2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3 Woodbury 2 n.伍德伯里（美国地名）

234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35 above 1 [ə'bʌv] prep.超过；在……上面；在……之上 adv.在上面；在上文 adj.上文的 n.上文

236 accurate 1 ['ækjurət] adj.精确的

237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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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adt 1 [ˌeɪdiː 'tiː ] abbr. 大西洋夏令时间（=Atlantic Daylight Time）

240 advanced 1 [əd'vɑ:nst, -'vænst] adj.先进的；高级的；晚期的；年老的 v.前进；增加；上涨（adva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241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242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243 agree 1 [ə̍ ɡriː ] vt.同意，赞成；承认；约定，商定 vi.vi.同意，意见一致；约定，商定

244 ai 1 [ai] abbr.人工智能（artificialintelligence） n.(Ai)人名；(中)艾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日)爱(名)

245 alert 1 [ə'lə:t] vt.警告；使警觉，使意识到 adj.警惕的，警觉的；留心的 n.警戒，警惕；警报 n.(Alert)人名；(西)阿莱尔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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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amid 1 [ə'mid] prep.在其中，在其间 n.(Amid)人名；(法、阿拉伯)阿米德

248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249 analysts 1 ['ænəlɪsts] n. 分析员 名词analyst的复数

250 anchor 1 n.锚；抛锚停泊；靠山；新闻节目主播 vt.抛锚；使固定；主持节目 vi.抛锚 adj.末棒的；最后一棒的

251 annoyed 1 [ə'nɔid] adj.恼怒的；烦闷的 v.使烦恼；打扰（annoy的过去分词）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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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anytime 1 ['enitaim] adv.任何时候；无例外地

254 app 1 [æp] abbr.应用（Application）；穿甲试验（ArmorPiercingProof） n.(App)人名；(英)阿普

255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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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57 bar 1 n.条，棒；酒吧；障碍；法庭 vt.禁止；阻拦 prep.除……外 n.(Bar)人名；(阿拉伯、德、法、俄、罗、捷、波、葡、以)巴
尔

258 barrier 1 ['bæriə] n.障碍物，屏障；界线 vt.把…关入栅栏 n.(Barrier)人名；(法)巴里耶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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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beaches 1 [biː tʃ] n. 海滩；海滨；沙滩 vt. 拖(船)上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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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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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behaviors 1 [bɪheɪ'viː əʊz] 行为

264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
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265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266 bin 1 [bin] n.箱子，容器；二进制 vt.把…放入箱中 n.(Bin)人名；(意、柬)宾；(日)敏(名)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民

267 blurry 1 ['blə:ri] adj.模糊的；污脏的；不清楚的

268 blush 1 [blʌʃ] vi.脸红；感到惭愧 n.脸红；红色；羞愧 vt.红著脸表示；使成红色 n.(Blush)人名；(英)布拉什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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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box 1 [bɔks] n.箱，盒子；包厢；一拳 vi.拳击 vt.拳击；装…入盒中；打耳光 n.(Box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博克斯

271 breached 1 [briː tʃ] n. 破坏；违背；决裂；裂口；（浪的）冲击 v. 违反；突破；在 ... 上打开缺口

272 break 1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
晓；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273 Brent 1 [brent] n.布伦特（男子名）

274 broken 1 ['brəukən] adj.破碎的；坏掉的 v.折断；打碎；损坏（break的过去分词）

275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276 buying 1 n.买进 v.购买；获得；收买（buy的ing形式）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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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calls 1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279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280 candidates 1 ['kændɪdeɪts] n. 申请求职者；候选人；投考者 名词candidate的复数形式.

281 cardboard 1 ['kɑ:dbɔ:d] n.[纸]硬纸板；纸板箱；卡纸板 adj.不真实的；硬纸板制的

282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283 cell 1 [sel] n.细胞；电池；蜂房的巢室；单人小室 vi.住在牢房或小室中 n.(Cell)人名；(英)塞尔

284 CEO 1 abbr.首席执行官；执行总裁（chiefexecutiveofficer）

285 certified 1 ['sə:tifaid] adj.被证明的；有保证的；具有证明文件的 v.证明，证实；颁发合格证书（certify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286 challenger 1 ['tʃælindʒə] n.挑战者 n.(Challenger)人名；(英)查林杰

287 challenges 1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
288 characterized 1 ['kærəktəraɪz] vt. 表示 ... 的典型；赋予 ... 特色

289 check 1 vt.检查，核对；制止，抑制；在…上打勾 vi.核实，查核；中止；打勾；[象棋]将一军 n.<美>支票；制止，抑制；检
验，核对 n.（英）切克（人名）

290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291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292 clearing 1 ['kliəriŋ] n.结算；空地；清扫 v.澄清；放晴（clear的ing形式）

293 client 1 ['klaiənt] n.[经]客户；顾客；委托人

294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295 coffee 1 ['kɔfi] n.咖啡；咖啡豆；咖啡色 n.(Coffee)人名；(英)科菲

296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297 com 1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
298 combat 1 ['kɔmbæt, kəm'bæt] vt.反对；与…战斗 vi.战斗；搏斗 n.战斗；争论 adj.战斗的；为…斗争的 n.(Combat)人名；(法)孔巴

299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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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

300 commen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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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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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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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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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compromise 1 ['kɔmprəmaiz] vt.妥协；危害 vi.妥协；让步 n.妥协，和解；折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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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307 consumer 1 [kən'sju:mə] n.消费者；用户，顾客

308 container 1 [kən'teinə] n.集装箱；容器

309 contaminated 1 英 [kən'tæmɪneɪtɪd] 美 [kən'tæməneɪtɪd] adj. 受污染的 动词contam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10 continued 1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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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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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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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316 critical 1 ['kritikəl] adj.鉴定的；[核]临界的；批评的，爱挑剔的；危险的；决定性的；评论的

317 crowd 1 [[kraud] n.群众,一伙;一堆,许多,大众 v.拥挤,挤满,挤进 vt.挤满,将...塞进;催促,催逼 vi.挤,拥挤,聚集

318 cup 1 [kʌp] n.杯子；奖杯；酒杯 vt.使成杯状；为…拔火罐

319 curbside 1 英 ['kɜːbsaɪd] 美 ['kɜ rːbsaɪd] n. 路缘人行道 adj. 人行道的 =kerbside（英）.

320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特

321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322 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23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324 de 1 [di:] abbr.判定元件（DecisionElement） n.(De)人名；(朝)大

325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326 decide 1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327 decrease 1 [di'kri:s, 'di:-, 'di:kri:s, di'k-] n.减少，减小；减少量 vi.减少，减小 vt.减少，减小

328 deeply 1 ['di:pli] adv.深刻地；浓浓地；在深处

329 defeated 1 [dɪ'fiː t] n. 挫败；败北 vt. 战胜；击败；使...不能实现

330 definition 1 [,defi'niʃən] n.定义；[物]清晰度；解说

331 democrat 1 ['deməkræt] n.民主党人；民主主义者；民主政体论者

332 demonstrators 1 n.游行示威者( demonstrator的名词复数 ); 证明者，示范者

333 dent 1 n.凹痕；削弱；减少 vi.产生凹陷；凹进去 vt.削弱；使产生凹痕 n.(Dent)人名；(英、葡)登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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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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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disputing 1 [dɪ'spju tː] v. 争论；辩驳；争议；质疑 n. 争论；争端；争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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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340 doubt 1 [daut] n.怀疑；疑问；疑惑 v.怀疑；不信；恐怕；拿不准

341 driving 1 ['draiviŋ] adj.强劲的；推进的；精力旺盛的 n.驾驶；操纵 v.驾驶（drive的ing形式）

342 drop 1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343 dumps 1 [dʌmps] n.废物，垃圾场（dump的复数）；忧郁 v.倾倒（dump的单三形式）

344 durability 1 [,djuərə'biləti] n.耐久性；坚固；耐用年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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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5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346 easier 1 [英 ['i:zɪə] 美 ['i:zɪr]] adj.更简单；容易些（easy的比较级形式）；较早的

347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348 educate 1 ['edju:keit] vt.教育；培养；训练 vi.教育；训练

349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350 effectively 1 [i'fektivli] adv.有效地，生效地；有力地；实际上

351 efficiently 1 [i'fiʃəntli] adv.有效地；效率高地（efficient的副词形式）

352 empty 1 ['empti] adj.空的；无意义的；无知的；徒劳的 vt.使失去；使…成为空的 vi.成为空的；流空 n.空车；空的东西

353 encourage 1 [in'kʌridʒ] vt.鼓励，怂恿；激励；支持

354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355 ensure 1 [in'ʃuə] vt.保证，确保；使安全

356 epa 1 abbr. 环境保护局（=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）

357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358 evacuated 1 [ɪ'vækjʊeɪtɪd] adj. 撤退的；疏散的 动词evacu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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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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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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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363 explanation 1 [,eksplə'neiʃən] n.说明，解释；辩解

364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365 feet 1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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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368 filmmaker 1 n.电影制作人；电影摄制者

369 final 1 ['fainl] adj.最终的；决定性的；不可更改的 n.决赛；期末考试；当日报纸的末版

370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371 fired 1 n.因祸得福（电影名） f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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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flying 1 ['flaiiŋ] adj.飞行的 n.飞行 v.飞（fly的ing形式）

374 footprint 1 ['futprint] n.足迹；脚印

375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376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377 formally 1 ['fɔ:məli] adv.正式地；形式上

378 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379 forward 1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
380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381 franchisee 1 [,fræntʃai'zi:] n.特许经营人；有代销权的人或团体

382 fullness 1 ['fulnis] n.充满；丰富；完全；成熟

383 galiotto 1 加廖托

384 garbage 1 ['gɑ:bidʒ] n.垃圾；废物 n.(Garbage)人名；(法)加尔巴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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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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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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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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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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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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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1 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
392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393 grass 1 [grɑ:s, græs] n.草；草地，草坪 vt.放牧；使……长满草；使……吃草 vi.长草 n.(Grass)人名；(法、德、俄、瑞典、英)格拉
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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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gunshots 1 n.枪炮射击，枪炮声( gunshot的名词复数 ); 枪炮的射程

396 guy 1 [gai] n.男人，家伙 vt.嘲弄，取笑 vi.逃跑 n.(Guy)人名；(西)吉；(法)居伊；(英)盖伊

397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398 Harris 1 ['hæris] n.哈里斯（英国苏格兰一地区）；哈里斯（姓氏）

399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400 headline 1 ['hedlain] n.大标题；内容提要；栏外标题；头版头条新闻 vt.给…加标题；使成为注意中心；大力宣传

401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402 hi 1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
4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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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hill 1 [hil] n.小山；丘陵；斜坡；山冈 n.(Hill)人名；(法、西)伊尔；(德、英、匈、捷、罗、芬、瑞典)希尔
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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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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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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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
410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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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413 infrastructure 1 ['infrə,strʌktʃə] n.基础设施；公共建设；下部构造

414 initial 1 [i'niʃəl] adj.最初的；字首的 vt.用姓名的首字母签名 n.词首大写字母

415 installs 1 [ɪns'tɔː lz] 安装

416 instance 1 ['instəns] n.实例；情况；建议 vt.举...为例

4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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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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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iphone 1 ['aɪfon] n. 美国苹果公司2007年夏天推出的智能手机；据称选用iPhone作为手机名称是为了利用苹果Mp3播放器iPod在国
际的知名度

420 Janeiro 1 n.（葡）一月

421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422 Jason 1 ['dʒeisən] n.詹森（男子名）

423 jersey 1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
424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425 jon 1 [dʒɔn] n.乔恩（男子名）

426 kamala 1 [kə'mɑ:lə, 'kʌmələ] n.粗糠柴；卡马拉；吕宋楸荚粉 n.(Kamala)人名；(印、毛里塔)卡玛拉(女名)，卡马拉

427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428 kelly 1 ['keli] n.黄绿色，鲜绿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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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landed 1 ['lændid] adj.拥有土地的；陆地上的 v.登陆，登岸（la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

431 Las 1 [læs] abbr.阿拉伯国家联盟（LeagueofArabStates）；大气科学实验室（LaboratoryofAtmosphericSciences）；光敏开关
（LightActivatedSwitch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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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2 last 1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持，够用；持久 vt.度过，拖过；使维持 adv.最后地；上次，最近；最后一点 n.(La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罗、瑞典)拉斯特

433 launched 1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434 laws 1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435 leads 1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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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7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438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4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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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0 literal 1 ['litərəl] adj.文字的；逐字的；无夸张的

441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442 located 1 英 [ləʊ'keɪtɪd] 美 ['loʊkeɪtɪd] adj. 处于；位于

443 lockdown 1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444 loeffler 1 n. 莱夫勒

445 Loffler 1 n.(Loffler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洛夫勒

446 long 1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447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448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449 lose 1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
4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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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4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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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3 maker 1 ['meikə] n.制造者；造物主；出期票人 n.(Maker)人名；(英)马克尔

454 managers 1 ['mænɪdʒəz] 经理

455 mandatory 1 ['mændətəri:, -,tɔ:ri] adj.强制的；托管的；命令的 n.受托者（等于mandatary）

456 marched 1 英 [mɑ tːʃ] 美 [mɑ rːtʃ] n. 行军；行进；游行示威；稳步前进；进行曲 v. 行进；前进；进发；使同行；游行示威 March n.
三月

457 margin 1 ['mɑ:dʒin] n.边缘；利润，余裕；页边的空白 vt.加边于；加旁注于 n.(Margin)人名；(俄、意)马尔金

458 match 1 [mætʃ] vt.使比赛；使相配；敌得过，比得上；相配；与…竞争 vi.比赛；匹配；相配，相称；相比 n.比赛，竞赛；匹
配；对手；火柴

459 mean 1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
460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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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2 metric 1 ['metrik] adj.公制的；米制的；公尺的 n.度量标准

463 mike 1 n.扩音器，麦克风；话筒；休息,游手好闲 vi.使用扩音器；偷懒,游手好闲 vt.用扩音器传送；用窃听器窃听

464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465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466 minor 1 adj.未成年的；次要的；较小的；小调的；二流的 n.未成年人；小调；辅修科目 vi.辅修 n.(Minor)人名；(英)迈纳；
(德、法、波、俄)米诺尔

467 mixed 1 [mikst] adj.混合的；形形色色的；弄糊涂的 v.混合；弄混（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68 mob 1 [mɔb] n.暴民，暴徒；民众；乌合之众 vt.大举包围，围攻；蜂拥进入 vi.聚众生事，聚众滋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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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0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4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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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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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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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4 nancy 1 ['nænsi] adj.女性化的；同性恋的 n.女性化的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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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5 nationwide 1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
476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477 networks 1 英 ['netwɜːk] 美 ['netwɜ rːk] n. 网点；网络；网状系统；广播公司

478 neural 1 ['njuərəl] adj.神经的；神经系统的；背的；神经中枢的 n.(Neural)人名；(捷)诺伊拉尔

479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480 nordstrom 1 n.诺德斯特姆公司

481 notification 1 [,nəutifi'keiʃən] n.通知；通告；[法]告示

482 nuclear 1 ['nju:kliə, 'nu:-] adj.原子能的；[细胞]细胞核的；中心的；原子核的

483 objective 1 [əb'dʒektiv, ɔb-] adj.客观的；目标的；宾格的 n.目的；目标；[光]物镜；宾格

484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485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486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487 OK 1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j.好的；不错的 adv.行；很好 int.好；可以 vt.对…表示同意 n.同意

488 Oklahoma 1 [,əuklə'həumə] n.美国俄克拉荷马州

489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4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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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owned 1 [əund] v.拥有；承认（own的过去分词） adj.自身拥有的

492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493 party 1 n.政党，党派；聚会，派对；当事人[复数parties] vi.参加社交聚会[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]

494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495 peace 1 [pi:s] n.和平；平静；和睦；秩序 n.(Peace)人名；(英)皮斯

496 peaceful 1 ['pi:sful] adj.和平的，爱好和平的；平静的

497 peach 1 [pi:tʃ] n.桃子；桃树；桃红色；受人喜欢的人（或物） adj.桃色的；用桃子制成的 vi.告密 vt.告发 n.(Peach)人名；(英)皮
奇

498 pelosi 1 佩洛西

499 pence 1 [pens] n.便士（penny的复数） n.(Pence)人名；(英)彭斯

500 perdue 1 ['pə:dju:, pə:'dju:] adj.隐藏的；看不见的 n.敢死队员；极渺茫的希望 n.(Perdue)人名；(英)珀杜

5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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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2 photos 1 英 ['fəʊtəʊ] 美 ['foʊtoʊ] n. 照片 v. 拍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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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4 pile 1 [pail] n.堆；大量；建筑群 vt.累积；打桩于 vi.挤；堆积；积累 n.(Pile)人名；(西)皮莱；(英)派尔

5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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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6 plane 1 [plein] n.飞机；平面；程度，水平 vi.刨；乘飞机旅行；翱翔 vt.刨平；用刨子刨；掠过水面 adj.平的；平面的 n.(Plane)人
名；(塞、瑞典、法)普拉内

507 plant 1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特；(法)普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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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9 police 1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
510 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511 potential 1 [pəu'tenʃəl] n.潜能；可能性；[电]电势 adj.潜在的；可能的；势的

512 pounds 1 [paʊnd] n. 磅；英镑 n. （汽车）扣押所；宠物收留所 vt. 捣碎；敲打；连续猛击 vi. 咚咚地走；怦怦地响

513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514 pressured 1 英 ['preʃə(r)] 美 ['preʃər] n. 压强；压力；压迫 v. 施压

515 priority 1 [prai'ɔrəti] n.优先；优先权；[数]优先次序；优先考虑的事

516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517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5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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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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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9 projections 1 [prəd'ʒekʃnz] 投影图

520 protector 1 [prəu'tektə] n.保护器；保护者；保护装置；防御者

521 protesters 1 n.抗议者( protester的名词复数 ); 反对者; 拒绝者; 断言者

522 pushing 1 ['puʃiŋ] adj.奋斗的；莽撞的；有精力的；富有进取心的 n.推挤；推人犯规（篮球术语） v.推；促进；逼迫（push的ing
形式）

523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524 puts 1 [pʊts] n.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

525 quar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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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6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527 quick 1 [kwik] n.核心；伤口的嫩肉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，敏捷的；灵敏的 adv.迅速地，快 n.(Qui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芬)奎
克

528 races 1 abbr.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国内应急通信业务(=Radio Amateur Civil Emergency Service)

529 rachel 1 ['reitʃəl] n.雷切尔（女子名）

530 rally 1 ['ræli] vi.团结；重整；恢复；（网球等）连续对打 vt.团结；集合；恢复健康、力量等 n.集会；回复；公路赛车会 n.
(Rally)人名；(罗)拉利

531 Raphael 1 ['ræfeiəl; ,rɑ:fai'el] n.拉斐尔（姓氏）；拉斐尔（意大利画家、建筑学家）

532 rate 1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
533 rd 1 abbr. (DOS命令) 删除空的子目录(=remove directory) abbr. 注册营养师(=Registered Dietitian) abbr. 乡村投递（=rural delivery）

5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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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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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6 record 1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537 recyclable 1 [ri:'saikləbl] adj.可回收利用的；可再循环的

538 recycled 1 [ˌriː 'saɪkl] vt. 再利用；使再循环；再制 vi. 循环 n. 再循环

539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540 reduction 1 n.减少；下降；缩小；还原反应

541 restaurant 1 ['restərɔŋ, -rɔnt, -rənt] n.餐馆；[经]饭店

542 reuse 1 [,ri:'ju:z, ,ri:'ju:s, 'ri:ju:s] n.重新使用，再用 vt.再使用

543 reverend 1 ['revərənd] adj.教士的；可尊敬的 n.教士

544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545 Rio 1 ['ri:əu] n.里约（巴西共和国的旧首都）

546 rush 1 [rʌʃ] n.冲进；匆促；急流；灯心草 adj.急需的 vt.使冲；突袭；匆忙地做；飞跃 vi.冲；奔；闯；赶紧；涌现 n.(Rush)人
名；(英)拉什

547 saves 1 [seɪv] v. 救；节省；保存 n. 救援，救助

548 scheduling 1 ['ʃedju lːɪŋ] n. 行程安排；时序安排 动词schedule的现在分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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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0 screen 1 [skri:n] n.屏，幕；屏风 vt.筛；拍摄；放映；掩蔽 vi.拍电影 n.(Screen)人名；(英)斯克林

5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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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2 seconds 1 ['sekəndz] n. 秒，时刻 名词second的复数

553 secured 1 英 [sɪ'kjʊə(r)] 美 [sə'kjʊr] adj. 安全的；牢靠的；稳妥的 vt. 使安全；获得；固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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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5 senator 1 ['senətə] n.参议员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议员；评议员，理事 n.(Senator)人名；(瑞典、斯威)塞纳托尔

556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557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
558 serviced 1 英 ['sɜːvɪs] 美 ['sɜ rːvɪs] n. 服务；发球；服役；公务部门；礼拜仪式；(车辆、机器等定期的)维修 v. 保养；维护；提供服
务；支付(借款)利息

559 sets 1 n.[数]集合，设置（set的复数） v.放置（set单三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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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0 shelter 1 ['ʃeltə] n.庇护；避难所；遮盖物 vt.保护；使掩蔽 vi.躲避，避难 n.(Shelter)人名；(英)谢尔特

561 shot 1 n.发射；炮弹；射手；镜头 adj.用尽的；破旧的；杂色的，闪光的 v.射击（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62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5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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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4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5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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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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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7 slipped 1 [slipt] adj.打滑的 v.[公路]打滑（slip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5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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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9 smartphone 1 英 ['smɑ tːfəʊn] 美 ['smɑ rːtfoʊn] n. Microsoft开发的新一代手机操作系统平台；智能手机

570 smartphones 1 [s'mɑ tːfəʊnz] 智能手机

571 snapping 1 ['snæpɪŋ] adv. 显著地；非常地；强烈地 adj. 发出啪啦声的；闪光的；急躁的 动词snap的现在分词形式.

572 solution 1 [sə'lju:ʃən] n.解决方案；溶液；溶解；解答

573 somebody 1 ['sʌm,bɔdi, -bʌ-, -bə-] n.大人物；重要人物 pron.有人；某人

574 speaker 1 ['spi:kə] n.演讲者；扬声器；说话者；说某种语言的人 n.(Speaker)人名；(英)斯皮克

575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576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577 spinning 1 ['spiniŋ] n.纺纱 adj.纺织的 v.旋转，纺织（spin的现在分词）

578 split 1 [split] vt.分离；使分离；劈开；离开；分解 vi.离开；被劈开；断绝关系 n.劈开；裂缝 adj.劈开的

579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580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581 starbucks 1 n. 星巴克(咖啡连锁店)

5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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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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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4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585 sto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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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6 struggled 1 ['strʌgəld] adj.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587 stuff 1 [stʌf] n.东西；材料；填充物；素材资料 vt.塞满；填塞；让吃饱 vi.吃得过多

588 subscribed 1 [səb'skraɪb] vt. 订阅；签名；支持；捐赠；同意

589 sun 1 [sʌn] n.太阳 vt.使晒 vi.晒太阳 n.(Sun)人名；(中)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孙；(缅)素；(土)松

590 supporters 1 [sə'pɔː 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
591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5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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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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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4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595 techniques 1 [tek'niː ks] n. 技术；技巧 名词technique的复数形式.

596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597 ten 1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
598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599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600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601 thin 1 [θin] adj.薄的；瘦的；稀薄的；微弱的 vt.使瘦；使淡；使稀疏 vi.变薄；变瘦；变淡 adv.稀疏地；微弱地 n.细小部分 n.
(Thin)人名；(越)辰；(柬)廷

602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603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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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4 thinner 1 adj.较薄的；较瘦的；较细的（thin的比较级） n.（油漆的）稀释剂；冲淡剂；使变稀薄者，加稀料的制漆工

605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606 thousand 1 ['θauzənd] n.一千；一千个；许许多多 adj.成千的；无数的

607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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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9 throws 1 英 [θrəʊz] 美 [θroʊz] n. 曲拐 名词throw的复数形式.

610 tie 1 [tai] vt.系；约束；打结；与…成平局 vi.打结；不分胜负；被用带（或绳子等）系住 n.领带；平局；鞋带；领结；不分胜负
n.(Tie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治；(英)泰伊；(柬)狄

611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612 tiny 1 ['taini] adj.微小的；很少的 n.(Tiny)人名；(葡、印)蒂尼

613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614 tomorrow 1 [tə'mɔrəu, -'mɔ:-] n.明天；未来 adv.明天；未来地（等于to-morrow）

615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616 traffic 1 ['træfik] n.交通；运输；贸易；[通信]通信量 vt.用…作交换；在…通行 vi.交易，买卖

617 train 1 [trein] n.火车；行列；长队；裙裾 v.培养；训练；瞄准 n.(Train)人名；(英)特雷恩；(法)特兰；(意)特拉因

618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
619 traveled 1 ['trævəld] adj.富有旅行经验的；旅客多的；旅客使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过去分词）

620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621 troubled 1 ['trʌbld] adj.动乱的，不安的；混乱的；困惑的

622 truck 1 [trʌk] n.卡车；交易；手推车 vi.驾驶卡车；以物易物 vt.交易；以卡车运输 adj.（美）运货汽车的 n.(Truck)人名；(德)特
鲁克

6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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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4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625 turn 1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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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7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28 us 1 pron.我们

629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630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631 valley 1 ['væli] n.山谷；流域；溪谷 n.(Valley)人名；(英)瓦利；(法)瓦莱

632 Vegas 1 [veigəs] n.维加斯

633 victories 1 ['vɪktəri] n. 胜利；成功

634 view 1 [vju:] n.观察；视野；意见；风景 vt.观察；考虑；查看

635 violation 1 [,vaiə'leiʃən] n.违反；妨碍，侵害；违背；强奸

6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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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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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8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6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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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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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1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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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3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644 witnesses 1 ['wɪtnəs] n. 目击者；证人 vt. 目击；经历；见证；出席；观察 vi. 证明；为(宗教信仰)做见证

645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6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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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47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648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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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49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
650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651 YouTube 1 英 ['ju tːjuːb] 美 ['ju tːuːb] n.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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