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4-01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7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5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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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and 4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4 it 4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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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of 3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6 is 2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 you 25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8 in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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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 be 16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0 for 1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1 On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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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tha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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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so 1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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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this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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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r 1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16 burke 11 [bə:k] vt.秘密地除去；使人窒息而死 n.(Burke)人名；(德、俄、西、波)布尔克；(英)伯克

17 can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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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how 1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9 unidentified 11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20 w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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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r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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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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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re 10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4 cub 9 [kʌb] n.幼兽；不懂规矩的年轻人 vi.生育幼兽

25 face 9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26 get 9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7 mo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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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people 9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9 recognition 9 [,rekəg'niʃən] n.识别；承认，认出；重视；赞誉；公认

30 they 9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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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bou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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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hav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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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jus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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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male 8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
36 up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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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all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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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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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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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by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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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ould 7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41 facial 7 ['feiʃəl] adj.面部的，表面的；脸的，面部用的 n.美容，美颜；脸部按摩

42 go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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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3 mom 7 [mɔm] n.妈妈 n.(Mom)人名；(柬)蒙

44 new 7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45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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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technology 7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47 w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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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will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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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would 7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50 biden 6 n. 拜登(姓氏)

51 system 6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52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3 who 6 pron.谁；什么人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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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5 bear 5 vt.结果实，开花（正式） vt.忍受；承受；具有；支撑 n.熊 n.(Bear)人名；(英)贝尔

56 Disney 5 ['dizni] n.迪斯尼（美国动画影片制作家及制片人）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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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four 5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59 he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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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0 if 5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61 infrastructure 5 ['infrə,strʌktʃə] n.基础设施；公共建设；下部构造

62 its 5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63 lik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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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m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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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moos 5 [mu ]ː v. 牛哞哞叫 n. 牛鸣声

66 much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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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68 over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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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really 5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70 som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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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tha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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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their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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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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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world 5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75 administration 4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76 April 4 ['eiprəl] n.四月

77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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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ubs 4 ['kʌbz] n. 幼童军，童子军

79 d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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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en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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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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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faces 4 ['feɪsɪz] n.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.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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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government 4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84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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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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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park 4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
87 plan 4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88 righ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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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road 4 [rəud] n.公路，马路；道路；手段 vt.（狗）沿臭迹追逐（猎物） adj.（美）巡回的 n.(Road)人名；(英)罗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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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wa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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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whe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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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which 4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94 across 3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95 babies 3 ['beɪbi] n. 婴儿；宝贝儿；孩子气的人 adj. 婴儿的；小型的 vt. 溺爱

96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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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concerned 3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99 cos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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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did 3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01 eve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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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female 3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103 fool 3 [fu:l] vi.欺骗；开玩笑；戏弄 n.傻瓜；愚人；受骗者 vt.欺骗，愚弄 adj.傻的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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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go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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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goo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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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08 id 3 [id] n.遗传素质；本能冲动 n.(Id)人名；(阿拉伯)埃德；(芬)[心理]伊德

109 information 3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10 lake 3 [leik] n.湖；深红色颜料；胭脂红 vt.（使）血球溶解 vi.（使）血球溶解 n.(Lake)人名；(德、塞、瑞典)拉克；(英)莱克

111 later 3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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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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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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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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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package 3 ['pækidʒ] n.包，包裹；套装软件，[计]程序包 adj.一揽子的 vt.打包；将…包装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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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perce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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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pH 3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
120 pole 3 [pəul] n.杆；极点；电极 vt.用竿支撑 n.(Pole)人名；(英)波尔；(俄)波列；(塞)波莱

121 recognize 3 ['rekəgnaiz] vt.认出，识别；承认 vi.确认，承认；具结

122 Samuel 3 ['sæmjuəl] n.撒母耳（希伯来先知）；塞缪尔（男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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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3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24 second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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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security 3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126 see 3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127 should 3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128 someone 3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129 spirit 3 ['spirit] n.精神；心灵；情绪；志气；烈酒 vt.鼓励；鼓舞；诱拐

130 tak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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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tax 3 [tæks] vt.向…课税；使负重担 n.税金；重负 n.(Tax)人名；(英、匈、捷)塔克斯

132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133 trillion 3 ['triljən] n.[数]万亿 adj.万亿的 num.[数]万亿

134 vide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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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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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why 3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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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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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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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America 2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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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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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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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45 become 2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146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147 big 2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148 bill 2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
149 Carl 2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150 cats 2 [kæts] abbr.高级电视研究中心（CentreforAdvancedTelevisionStudies）；计算机自动测试系统
（ComputerAutomatedTestSystem）；通信和跟踪系统（CommunicationsandTrackingSystem）；综合分析试验系统
（ComprehensiveAnalyticalTestSystem） n.(Cats)人名；(荷)卡茨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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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coming 2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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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covid 2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55 cross 2 n.交叉，十字；十字架，十字形物 vi.交叉；杂交；横过 vt.杂交；渡过；使相交 adj.交叉的，相反的；乖戾的；生气的

156 currently 2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157 debate 2 [di'beit] vt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vi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n.辩论；辩论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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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el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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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61 everybody 2 ['evri,bədi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

162 form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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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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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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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hard 2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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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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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hi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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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higher 2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169 ho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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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images 2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171 increase 2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172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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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iphon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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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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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kind 2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176 knows 2 英 [nəʊ] 美 [noʊ] v. 了解；知道；认识 n. 知情

177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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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looking 2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180 lo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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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making 2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182 mama 2 ['mɑ:mə] n.妈妈（口语） n.(Mama)人名；(多哥、赞、贝宁)马马

183 mauled 2 [mɔː l] n. 大槌 v. 打伤；虐打；粗暴对待；猛烈抨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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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me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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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87 mouth 2 [mauθ] n.口，嘴；河口 vt.做作地说，装腔作势地说；喃喃地说出 vi.装腔作势说话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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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nex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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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nose 2 [nəuz] n.鼻子；嗅觉；突出的部分；探问 vt.嗅；用鼻子触 vi.小心探索着前进；探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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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Numbers 2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193 off 2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194 oh 2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
195 personal 2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
196 plans 2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197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98 privacy 2 ['praivəsi, 'pri-, 'prai-] n.隐私；秘密；隐居；隐居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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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proposed 2 英 [prəʊ'pəʊzd] 美 [prə'poʊzd] adj. 被提议的

201 quest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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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r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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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04 robin 2 ['rɔbin] n.知更鸟 鸫

205 sai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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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07 sees 2 abbr.扩展企业应用套件（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）

208 senate 2 ['senit] n.参议院，上院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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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9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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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10 somebody 2 ['sʌm,bɔdi, -bʌ-, -bə-] n.大人物；重要人物 pron.有人；某人

211 spending 2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212 sta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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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st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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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systems 2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215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16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217 though 2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218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219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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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us 2 pron.我们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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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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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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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visitors 2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225 whether 2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226 wise 2 [waiz] adj.明智的；聪明的；博学的 vt.使知道；教导 vi.了解 n.(Wise)人名；(英)怀斯

227 yeah 2 [jεə] adv.是 int.是

228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29 abused 1 [ə'bjuːs] n. 滥用；恶习 vt. 滥用；辱骂；虐待

230 according 1 adj.相符的；一致的；相应的；和谐的；调和的 adv.依照；根据；按照 v.给予(accord的现在分词)；使和谐一致；
使符合；使适合

231 accurately 1 ['ækjuritli] adv.精确地，准确地

232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233 admission 1 [əd'miʃən] n.承认；入场费；进入许可；坦白；录用

234 advances 1 [əd'vaː nsɪz] n. 接近；主动姿态（名词advance的复数形式） v. 前进，进展（动词advan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35 advertising 1 ['ædvətaiziŋ] n.广告；广告业；登广告 adj.广告的；广告业的 v.公告；为…做广告（advertis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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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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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airport 1 ['εəpɔ:t] n.机场；航空站

239 airports 1 ['eəpɔː ts] 机场

240 alike 1 [ə'laik] adj.相似的；相同的 adv.以同样的方式；类似于

241 alternative 1 [ɔ:l'tə:nətiv] adj.供选择的；选择性的；交替的 n.二中择一；供替代的选择

242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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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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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appreciate 1 [ə'pri:ʃieit] vt.欣赏；感激；领会；鉴别 vi.增值；涨价

246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247 aw 1 [ɔ:] int.哦！噢！（表示抗议，厌恶，讨厌等） n.(Aw)人名；(马里、塞内)阿乌；(中)胡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
胡

248 ba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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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badge 1 ['bædʒ] n.徽章；证章；标记 vt.授给…徽章

250 banking 1 ['bæŋkiŋ] n.银行业；银行业务；银行家的职业；筑堤 v.把钱存入银行；做银行家；在…边筑堤（bank的现在分词）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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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beard 1 [biəd] vt.公然反对；抓…的胡须 n.胡须；颌毛 vi.充当掩护；充当男随员 n.(Beard)人名；(英)比尔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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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3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254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255 behavior 1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
256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257 benefits 1 ['benɪfɪt] n. 利益；津贴；义演；保险金；借助 vt. 有益于；得益

258 bine 1 [bain] n.蔓；蔓生植物 n.(Bine)人名；(法)比纳；(柬)宾；(西、葡、塞)比内

259 biometric 1 [,baiəu'metrik] adj.生物计量的 n.计量生物学

260 bit 1 n.[计]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老一套；一点，一块 vt.控制 adj.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 adv.有点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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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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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Bridges 1 ['bridʒiz] n.布里奇斯（姓氏）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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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Bristol 1 ['bristəl] n.布里斯托尔（英国西部的港口城市）

266 brother 1 ['brʌðə] n.兄弟；同事；战友 int.我的老兄！ n.(Brother)人名；(英)布拉泽

267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268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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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cameras 1 ['kæmərəz] 照相机； 暗箱； 摄像机； 摄影机

271 capturing 1 ['kæptʃəriŋ] v.捕捉（capture的ing形式）

272 car 1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273 card 1 [kɑ:d] n.卡片；纸牌；明信片 vt.记于卡片上 n.(Card)人名；(英)卡德

274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275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
276 cedar 1 ['si:də] n.雪松；香柏；西洋杉木 n.(Cedar)人名；(英)锡达

277 celebrate 1 vt.庆祝；举行；赞美；祝贺；宣告 vi.庆祝；过节；举行宗教仪式

278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279 chamber 1 ['tʃeimbə] n.（身体或器官内的）室，膛；房间；会所 adj.室内的；私人的，秘密的 vt.把…关在室内；装填（弹药
等） n.(Chamber)人名；(英)钱伯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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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282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283 cheeks 1 [t'ʃiː ks] n. 脸颊 名词cheek的复数形式.

284 child 1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285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286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
287 climber 1 ['klaimə] n.登山者；攀缘植物；尽力改善自己社会地位的人

288 cloud 1 [klaud] n.云；阴云；云状物；一大群；黑斑 vt.使混乱；以云遮敝；使忧郁；玷污 vi.阴沉；乌云密布 n.(Cloud)人名；
(法)克卢；(英)克劳德

289 collected 1 [kə'lektid] adj.镇定的；收集成的 v.收集；聚集（collect的过去式）

290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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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梅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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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commerce 1 n.贸易；商业；商务

294 commonly 1 ['kɔmənli] adv.一般地；通常地；普通地

295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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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6 compete 1 [kəm'pi:t] vi.竞争；比赛；对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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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concerning 1 [kən'sə:niŋ] prep.关于；就…而言 v.涉及；使关心（concern的ing形式）；忧虑

299 congressional 1 [kən'greʃənəl] adj.国会的；会议的；议会的

300 Connecticut 1 n.美国康涅狄格州（位于美国东北部）

301 considerably 1 [kən'sidərəbli] adv.相当地；非常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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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convenience 1 [kən'vi:njəns] n.便利；厕所；便利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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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306 corporate 1 adj.法人的；共同的，全体的；社团的；公司的；企业的

307 corporations 1 [kɔː pə'reɪʃnz] 企业

308 coverage 1 n.覆盖，覆盖范围；新闻报道

309 crazy 1 ['kreizi] adj.疯狂的；狂热的，着迷的

310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311 crossed 1 [krɔst] adj.交叉的；划掉的；十字形的 v.交叉；越过（cro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12 crosses 1 英 [krɒs] 美 [krɔː s] v. 穿过；交叉；杂交；反对；勾掉；碰见；阻挠 n. 十字架；十字形；杂交动植物；苦难 adj. 交叉
的；相反的；生气的；杂交的

313 crossing 1 ['krɔ:siŋ] n.十字路口；杂交；横渡；横道 v.横越（cross的现在分词）

314 cyber 1 ['saɪbə] pref. 电脑的；网络的

315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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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delete 1 [di'li:t] vt.删除

318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319 differences 1 ['dɪfərəns] n.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.

320 discriminative 1 [dis'kriminətiv] adj.区别的，歧视的；有识别力的

321 discussed 1 [dɪs'kʌst] adj. 被讨论的；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22 divided 1 [di'vaidid] adj.分裂的；分开的；有分歧的 v.分开（divide的过去分词）；分离

323 doppelganger 1 ['dɔpl,gæŋə] n.面貌极相似的人；幽灵

324 double 1 ['dʌbl] n.两倍；双精度型 adj.双重的；两倍的 vi.加倍，加倍努力；快步走 vt.使加倍 adv.双重地；两倍地；弓身地 n.
(Double)人名；(法)杜布勒；(英)道布尔

325 dow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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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drag 1 [dræg] vt.拖累；拖拉；缓慢而吃力地行进 vi.拖曳；缓慢而吃力地行进 n.拖；拖累 n.(Drag)人名；(匈)德劳格

327 earn 1 [ə:n] vt.赚，赚得；获得，挣得；使得到；博得 n.(Earn)人名；(泰)炎

328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329 electric 1 [i'lektrik] adj.电的；电动的；发电的；导电的；令人震惊的 n.电；电气车辆；带电体

330 enacted 1 [ɪ'nækt] vt. 制定法律；扮演

331 energy 1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332 England 1 n.英格兰

333 enroll 1 [in'rəul] vt.登记；使加入；把...记入名册；使入伍 vi.参加；登记；注册；记入名册

334 era 1 ['iərə, 'εərə] n.时代；年代；纪元 n.(Era)人名；(意、芬、印)埃拉

335 errand 1 ['erənd] n.使命；差事；差使

336 escorted 1 英 ['eskɔː t] 美 ['eskɔː rt] n. 护送者；护航舰；陪伴者；陪游；妓女 vt. 护送；陪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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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339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340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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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1 evil 1 ['i:vəl] adj.邪恶的；不幸的；有害的；讨厌的 n.罪恶，邪恶；不幸

342 expanding 1 英 [ɪks'pændɪŋ] 美 [ɪk'spændɪŋ] adj. 扩展的；扩充的 动词expand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43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344 experiences 1 英 [ɪk'spɪəriəns] 美 [ɪk'spɪriəns] n. 经验；经历 v. 经历；体验；感受

345 experiments 1 [ɪk'sperɪmənt] n. 试验；实验；尝试 vi. 尝试；做实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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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expression 1 [英 [ɪk'spreʃn] 美 [ɪkˈsprɛʃən] n.表现，表示，表达；表情，脸色，态度，腔调，声调；式，符号；词句，语句，措
辞，说法

348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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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351 felt 1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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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fifth 1 [fifθ] adj.第五的；五分之一的 n.第五；五分之一 num.第五

354 fighting 1 ['faitiŋ] adj.战斗的；好战的；适于格斗的 n.战斗，搏斗 v.奋斗（fight的ing形式）；打仗；与…进行拳击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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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flaws 1 [flɔː ] n. 瑕疵；缺陷；破绽；裂缝 v. 使破裂；有瑕疵

357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358 focus 1 ['fəukəs] n.焦点；中心；清晰；焦距 vt.使集中；使聚焦 vi.集中；聚焦；调节焦距 n.(Focus)人名；(瑞典)福库斯

359 focused 1 英 ['fəʊkəst] 美 ['foʊkəst] adj. 聚焦的；集中的 动词focu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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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fooled 1 [fu lː] n. 傻瓜；小丑；奶油果蓉 v. 愚弄；欺骗；开玩笑；干蠢事；玩弄；鬼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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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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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fork 1 [fɔ:k] n.叉；餐叉；耙 vt.叉起；使成叉状 vi.分叉；分歧 n.(Fork)人名；(英、德)福克

365 formally 1 ['fɔ:məli] adv.正式地；形式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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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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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369 friend 1 [frend] n.朋友；助手；赞助者 n.(Friend)人名；(英)弗兰德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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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fu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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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further 1 ['fə:ðə] adv.进一步地；而且；更远地 adj.更远的；深一层的 vt.促进，助长；增进

373 gate 1 [geit] n.大门；出入口；门道 vt.给…装大门 n.(Gate)人名；(英)盖特；(法、瑞典)加特

374 gateless 1 ['ɡeɪtles] adj. 无门的 n. 二极管

375 Gat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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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generates 1 ['dʒenəreɪt] vt. 产生；发生；引起

377 generation 1 [,dʒenə'reiʃən] n.一代；产生；一代人；生殖

378 gently 1 ['dʒentli] adv.轻轻地；温柔地，温和地

379 glad 1 adj.高兴的；乐意的 vt.使......高兴 n.(Glad)人名；(塞、瑞典)格拉德；(英)格莱德；(法、挪)格拉

380 graduates 1 ['ɡrædʒuət] n. 毕业生 vt. 毕业；标以刻度；定等级 vi. 毕业；获学位；逐渐变得 adj. 毕业的；获得学位的

381 Greater 1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
382 grid 1 [grid] n.网格；格子，栅格；输电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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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3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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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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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6 hack 1 vt.砍，猛踢 vi.砍，非法侵入（他人计算机系统） n.雇佣文人；杂务人员；砍 n.(Hack)人名；(英、西、芬、阿拉伯、毛
里求)哈克；(法)阿克
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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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389 haven 1 ['heivən] n.港口；避难所，安息所 vt.为……提供避难处；安置……于港中 n.(Haven)人名；(英)黑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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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1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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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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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3 hence 1 [hens] adv.因此；今后

394 herding 1 ['hɜːdɪŋ] n. 放牧 动词herd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95 hide 1 [haid] vt.隐藏；隐瞒；鞭打 vi.隐藏 n.躲藏；兽皮；躲藏处

396 highlights 1 ['haɪlaɪts] n. 要闻；最亮区 名词highlight的复数形式.

397 himself 1 [him'self] pron.他自己；他亲自，他本人

398 historic 1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
399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
400 hop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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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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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2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403 humans 1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404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405 ideas 1 观念

406 identification 1 [ai,dentifi'keiʃən] n.鉴定，识别；认同；身份证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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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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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410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11 income 1 ['inkʌm] n.收入，收益；所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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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increases 1 [ɪn'kriː s] v. 增加；提高 n. 增加；增强；提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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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416 inspires 1 英 [ɪn'spaɪə(r)] 美 [ɪn'spaɪər] vt. 鼓舞；激发；产生；赋予...灵感 vi. 吸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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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419 internationally 1 [,intə'næʃənəli] adv.国际性地；在国际间

420 investments 1 [ɪn'vestmənts] 投资

421 Iowa 1 ['aiəwə] n.爱荷华州（美国州名）

422 iron 1 ['aiən] n.熨斗；烙铁；坚强 vt.熨；用铁铸成 adj.铁的；残酷的；刚强的 vi.熨衣；烫平 n.(Iron)人名；(英)艾恩

423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424 jokes 1 n.笑话（joke的复数） v.说笑话（joke的三单形式）；和…开玩笑

425 kicking 1 ['kikiŋ] n.踢腿；反撞 adj.活泼热烈的；激动人心的 v.踢；反冲；加速；活跃（kick的ing形式）

426 kids 1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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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lame 1 adj.跛足的；僵痛的；不完全的；无说服力的；差劲的，蹩脚的 vi.变跛 vt.使跛；使成残废

4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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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la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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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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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英、缅、柬)劳

431 lawmakers 1 n.立法者(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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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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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435 legislative 1 ['ledʒislətiv] adj.立法的；有立法权的 n.立法权；立法机构

436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437 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
438 list 1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4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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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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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4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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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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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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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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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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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7 made 1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448 majo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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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9 managed 1 ['mænɪdʒ] v. 管理；经营；做成；设法对付；提供；有空

450 manually 1 ['mænjuəli] adv.手动地；用手

451 manufacturing 1 [,mænju'fæktʃəriŋ] adj.制造的；制造业的 n.制造业；工业 v.制造；生产（manufacture的ing形式）

4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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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3 matters 1 ['mætəz] n. 事情 名词matter的复数形式.

454 mauling 1 [mɔː l] n. 大槌 v. 打伤；虐打；粗暴对待；猛烈抨击

455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456 meanwhile 1 ['mi:nwail] adv.同时，其间 n.其间，其时

457 mention 1 ['menʃən] vt.提到，谈到；提及，论及；说起 n.提及，说起 n.(Mention)人名；(法)芒雄

458 Metro 1 ['metrəu] 麦德龙

459 mickey 1 ['miki] n.精神；取笑或戏弄某人；米老鼠动画片 n.(Mickey)人名；(英、西)米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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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1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462 morphology 1 [mɔ:'fɔlədʒi] n.形态学，形态论；[语]词法，[语]词态学

463 mo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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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4 mother 1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
465 mouse 1 [maus, mauz] n.鼠标；老鼠；胆小羞怯的人 vt.探出 vi.捕鼠；窥探

466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467 myself 1 [mai'self] pron.我自己；我亲自；我的正常的健康状况和正常情绪

468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469 neither 1 ['naiðə, 'ni:-] conj.也不；既不 adv.两个都不；既不……也不 adj.两者都不的 pron.两者都不

470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471 newest 1 [nu ɪːst] adj. 最新的 形容词new的最高级形式.

472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4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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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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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4 nor 1 [nɔ:, 弱 nə] conj.也不；也不是 adv.也不；也没有 n.(Nor)人名；(中)挪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马来、俄)诺尔；(柬)诺

475 numb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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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6 obviously 1 ['ɔbviəsli] adv.明显地 显然地

477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478 offering 1 ['ɔfəriŋ, 'ɔ:-] n.提供；祭品；奉献物；牲礼 v.提供（offer的ing形式）

479 offsetting 1 ['ɔː fsetɪŋ] n. 抵消；补偿 动词offset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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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1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4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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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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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4 opposed 1 [ə'pəuzd] adj.相反的；敌对的 v.反对（oppose的过去分词）；使对立

485 Orlando 1 [ɔ:'lændəu] n.奥兰多（美国城市名，男子名）

486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487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488 packages 1 ['pækɪdʒ] n. 包裹；整批交易 vt. 把 ... 打包；把 ... 进行推销

489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490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491 Parks 1 n.帕克斯（人名）

492 participate 1 vi.参与，参加；分享 vt.分享；分担 [过去式participated过去分词participated现在分词participating]

4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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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
495 paws 1 abbr. 极地自动天气站(=Polar Automatic Weather Station) abbr. 程控自动焊接系统(=Programmed Automatic Welding System)
n. 脚爪；爪子；<口>手（名词paw的复数形式）

496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497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498 percentage 1 [pə'sentidʒ] n.百分比；百分率，百分数

499 phase 1 n.月相 n.（月亮的）盈亏 n.时期

500 photograph 1 ['fəutəgrɑ:f, -græf] vt.为…拍照；使深深印入 vi.拍照；在照片上显得 n.照片，相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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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2 pleasant 1 ['plezənt] adj.令人愉快的，舒适的；讨人喜欢的，和蔼可亲的 n.(Pleasant)人名；(英)普莱曾特

503 pointe 1 [pwæŋt] n.（法）芭蕾舞足尖站立的姿式 n.(Pointe)人名；(法)普安特

504 posted 1 英 ['pəʊstɪd] 美 ['poʊstɪd] adj. 有职位的；消息灵通的；发布的 动词po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05 prances 1 英 [prɑːns] 美 [præns] v. 腾跃；欢跃；昂首阔步 n. (马)后足立地腾跃；昂首阔步

506 preschool 1 ['pri:'sku:l] adj.未满学龄的；就学前的，入学前的 n.幼儿园，育幼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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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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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9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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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1 profits 1 n.[会计]收益，红利；盈利（profit的复数）

5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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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3 proof 1 [pru:f] n.证明；证据；校样；考验；验证；试验 adj.防…的；不能透入的；证明用的；耐…的 vt.试验；校对；使不被穿
透

514 proposals 1 [prə'pəʊzlz] 建议

515 providing 1 [prəu'vaidiŋ] conj.假如，以…为条件 v.供给（provide的ing形式）；预备

516 push 1 vt.推动，增加；对…施加压力，逼迫；按；说服 vi.推进；增加；努力争取 n.推，决心；大规模攻势；矢志的追求

5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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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8 raise 1 [reiz] vt.提高；筹集；养育；升起 vi.上升 n.高地；上升；加薪 n.(Raise)人名；(英)雷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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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9 ran 1 [ræn] v.跑（run的过去式） n.(Ran)人名；(俄、瑞典、塞)拉恩；(柬)兰

5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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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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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reconstruct 1 [,ri:kən'strʌkt] vt.重建；改造；修复；重现

523 recovering 1 [ri'kʌvəriŋ] n.恢复；再生；补偿 v.恢复；再生（recover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524 relate 1 [ri'leit] vt.叙述；使…有联系 vi.涉及；认同；符合；与…有某种联系

525 releases 1 [rɪ'liː s] n. 释放；让渡；发行 vt. 释放；让与；准予发表；发射

526 reliable 1 [ri'laiəbl] adj.可靠的；可信赖的 n.可靠的人

527 relief 1 n.救济；减轻，解除；安慰；浮雕

528 reminded 1 [rɪ'maɪnd] vt. 使想起；提醒

529 remo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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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0 replace 1 [ri'pleis] vt.取代，代替；替换，更换；归还，偿还；把…放回原处

531 replying 1 [rɪ'plaɪ] v. 回答；答复；回应 n. 回答；答复

532 republicans 1 n.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.

533 rescue 1 ['reskju:] vt.营救；援救 n.营救；援救；解救

534 revolution 1 [,revə'lu:ʃən] n.革命；旋转；运行；循环

535 roads 1 n. 路；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. 罗兹(姓氏)

536 run 1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
537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人名；(英)朗宁

5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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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9 Russia 1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540 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
5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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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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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scary 1 adj.（事物）可怕的；恐怖的；吓人的；（人）提心吊胆的；引起惊慌的；胆小的

544 scene 1 [si:n] n.场面；情景；景象；事件

545 scheduled 1 英 ['ʃedju lːd] 美 ['skedʒəld] adj. 预定的；预先安排的 动词schedu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46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5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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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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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9 seemed 1 [siː m] vi. 似乎；好像

550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
5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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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52 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
553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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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4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555 son 1 [sʌn] n.儿子；孩子（对年轻人的称呼）；男性后裔 n.(Son)人名；(土、老、柬)松；(法、罗)索恩；(日)存(名)；(日)孙
(姓)；(越)山

556 speed 1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
繁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5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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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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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9 spoof 1 [spu:f] vt.哄骗；戏弄；对…作幽默讽刺 vi.行骗；开玩笑 n.诳骗；愚弄；戏弄；讽刺性文章 adj.哄骗的 n.(Spoof)人名；
(芬、瑞典)斯波夫

560 sta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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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1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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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2 stations 1 ['steɪʃn] n. 站；火车站；电视台；社会地位；牧羊场；驻地；岗位 v. 驻扎；安置

563 steeplechase 1 ['sti:pltʃeis] n.（越野）障碍赛；越野赛跑；越野障碍赛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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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5 stimulus 1 ['stimjuləs] n.刺激；激励；刺激物

5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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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7 storing 1 ['stɔ:riŋ] n.储存；保管 v.储存；供应（store的ing形式） adj.存储的

568 street 1 [stri:t] n.街道 adj.街道的 n.(Street)人名；(英、葡)斯特里特；(德)施特雷特

569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570 surrounding 1 [sə'raundiŋ] adj.周围的，附近的 n.环境，周围的事物

571 takeaway 1 ['teikə,wei] adj.外卖的；外吃的 n.外卖食品；外卖餐馆

572 tavelli 1 塔韦利

573 taxes 1 [tæksi:z] n.税收，税金；税务；[税收]税捐

5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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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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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6 test 1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577 testing 1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
578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579 theme 1 [θi:m] n.主题；主旋律；题目 adj.以奇想主题布置的

5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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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81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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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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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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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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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6 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
587 touchless 1 ['tʌtʃləs] 无触觉的

588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(英)特沃德

589 trac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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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0 tracked 1 ['trækt] adj.有履带的 v.[计][电子]跟踪，追踪（track的过去式）

5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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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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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3 transportation 1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
594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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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6 turning 1 ['tə:niŋ] n.转向；旋转；回转；转弯处 v.旋转（turn的ing形式）

597 twins 1 [twins] n.双生子，双胞胎（twin的复数）

598 twitter 1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
599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600 uh 1 [ʌn, ən] int.嗯啊 abbr.上半部分（upperhalf） n.(Uh)人名；(挪)乌赫

601 unbearable 1 [,ʌn'bεərəbl] adj.难以忍受的；承受不住的

602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603 undergo 1 [,ʌndə'gəu] vt.经历，经受；忍受

604 unique 1 [ju:'ni:k] adj.独特的，稀罕的；[数]唯一的，独一无二的 n.独一无二的人或物 n.(Unique)人名；(英)尤妮克

605 unlike 1 [,ʌn'laik] adj.不同的，不相似的 prep.和…不同，不像

606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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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7 update 1 [ʌp'deit, 'ʌpdeit] vt.更新；校正，修正；使现代化 n.更新；现代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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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9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610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611 visitor 1 ['vizitə] n.访问者，参观者；视察者；候鸟

612 vot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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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13 wait 1 [weit] vt.等候；推迟；延缓 vi.等待；耽搁；伺候用餐 n.等待；等候 n.(Wai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特

614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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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6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617 wayward 1 ['weiwəd] adj.任性的；不规则的；刚愎的

618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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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0 whatever 1 [hwɔt'evə, 'hwət-] adj.不管什么样的 pron.无论什么；诸如此类 conj.无论什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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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2 wherever 1 [hwεə'evə] adv.无论什么地方；究竟在哪里 conj.无论在哪里；无论什么情况下

623 whil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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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4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625 wins 1 视窗网际网路名称服务

6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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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27 worry 1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628 wrangling 1 ['ræŋgliŋ] v.争吵（wrangle的ing形式）；争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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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0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人名；(英)朗

631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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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3 yelling 1 [jel] v. 大叫 n. 大喊

634 yellow 1 adj.黄色的；黄皮肤的 adj.胆小的 n.黄色；黄种人；黄色颜料 vi.变黄或发黄 vt.使变黄或发黄

635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636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637 youngest 1 ['jʌŋgist] n.最小的儿子；年纪最小的人 adj.最年轻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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