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4-02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8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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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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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of 3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it 3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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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in 30 [in] prep.按照（表示方式）；从事于；在…之内 adv.进入；当选；（服装等）时髦；在屋里 adj.在里面的；时髦的 n.执政
者；门路；知情者 n.(In)人名；(中)演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殷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因；(日)寅(名)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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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 19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9 is 1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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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this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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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tha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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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as 1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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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O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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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w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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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bu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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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cnn 9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19 hav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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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peep 9 [pi:p] n.偷看；隐约看见，瞥见 vi.窥视；慢慢露出，出现；吱吱叫 vt.使出现 n.(Peep)人名；(爱沙)佩普

21 will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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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firs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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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new 8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4 reality 8 [ri'æləti, ri:-] n.现实；实际；真实

25 these 8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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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fans 7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
28 m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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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their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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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1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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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your 7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34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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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clip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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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do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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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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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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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re 6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41 so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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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video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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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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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which 6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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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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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7 baseball 5 ['beisbɔ:l] n.棒球；棒球运动

48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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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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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on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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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opening 5 ['əupəniŋ] n.开始；机会；通路；空缺的职位 adj.开始的 v.开放（open的ing形式）；打开；公开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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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peeps 5 [piː p] n. 瞥见；偷看；初现 n. 吱吱叫 v. 窥视；慢慢露出 v. 吱吱叫

55 technology 5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56 there 5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7 York 5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58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59 augmented 4 [ɔ:g'mentid] adj.增广的；增音的；扩张的

60 because 4 [bi'kɔz] conj.因为

61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62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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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arl 4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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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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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fro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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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game 4 [geim] n.游戏；比赛 adj.勇敢的 vi.赌博 n.(Game)人名；(英)盖姆；(法)加姆；(西)加梅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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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headsets 4 n.戴在头上的耳机或听筒( headset的名词复数 )

70 int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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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know 4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72 league 4 [li:g] n.联盟；社团；范畴 vt.使…结盟；与…联合 vi.团结；结盟 n.(League)人名；(英)利格

73 microsoft 4 ['maikrəusɔft] n.微软公司（全球知名的PC软件主要厂商）

74 m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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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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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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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stands 4 [stænd] v. 站立；忍受；位于；停滞 n. 站立；货摊；停顿；看台

78 tak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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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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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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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 throug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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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u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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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ve 4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83 wire 4 ['waiə] n.电线；金属丝；电报 vt.拍电报；给…装电线 vi.打电报 n.(Wire)人名；(英)怀尔

84 won 4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85 aircraft 3 ['εəkrɑ:ft] n.飞机，航空器

86 airplane 3 ['εəplein] n.飞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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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art 3 n.（包括雕塑、绘画、音乐等的）艺术，美术；美术（作）品；艺品（作）品；（表演）艺术；技术，技巧； adj.艺术
的；艺术品的；具有艺术性的 v.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，过时用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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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cabin 3 ['kæbin] n.小屋；客舱；船舱 vt.把…关在小屋里 vi.住在小屋里 n.(Cabin)人名；(法)卡班

91 capacity 3 [kə'pæsəti] n.能力；容量；资格，地位；生产力

92 Cincinnati 3 [,sinsi'næti] n.辛辛那提（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）

93 doing 3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94 exciting 3 [ik'saitiŋ] adj.令人兴奋的；使人激动的 v.激动；刺激（excite的ing形式）；唤起

95 fac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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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future 3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97 gi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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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g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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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9 jet 3 [dʒet] n.喷射，喷嘴；喷气式飞机；黑玉 adj.墨黑的 vt.射出 vi.射出；[航]乘喷气式飞机

100 like 3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101 ll 3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102 look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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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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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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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106 might 3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107 military 3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108 never 3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109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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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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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13 passengers 3 旅客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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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pla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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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season 3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117 special 3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118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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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121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22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23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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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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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actual 2 ['æktʃuəl] adj.真实的，实际的；现行的，目前的

126 actually 2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127 air 2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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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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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appreciate 2 [ə'pri:ʃieit] vt.欣赏；感激；领会；鉴别 vi.增值；涨价

131 ar 2 [a:] abbr.应收款（AccountReceivable）；验收条件（AcceptanceRequirement）；陆军条例（ArmyRegulation） n.(Ar)人名；
(土)阿尔

132 army 2 ['ɑ:mi] n.陆军，军队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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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ballgame 2 ['bɔː lgeɪm] n. <美>棒球运动； 球类活动

135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136 be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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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bring 2 vt.拿来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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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bur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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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business 2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140 businesses 2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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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called 2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143 center 2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144 chris 2 [kris] n.克里斯（男子名）；克莉丝（女子名）

145 c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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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comp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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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concepts 2 ['kɒnsepts] 概念

148 consumers 2 [kən'sjuːməs] n. 顾客 名词consumer的复数形式.

149 contributor 2 [kən'tribjutə] n.贡献者；投稿者；捐助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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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52 design 2 [di'zain] vt.设计；计划；构思 n.设计；图案 vi.设计

153 devices 2 [dɪ'vaɪsɪz] n. 设备

154 distancing 2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
155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56 electric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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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enemies 2 ['enəmɪz] n. 敌人；敌军；有害物（名词enemy的复数形式）

158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59 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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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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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example 2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162 exhibit 2 [ig'zibit] vt.展览；显示；提出（证据等） n.展览品；证据；展示会 vi.展出；开展览会

163 eye 2 [ai] n.眼睛；视力；眼光；见解，观点 vt.注视，看 n.(Eye)人名；(德)艾厄；(英)艾

164 fin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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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focused 2 英 ['fəʊkəst] 美 ['foʊkəst] adj. 聚焦的；集中的 动词focu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66 glasses 2 ['glɑːsɪz] n. 眼镜；双筒镜 名词glass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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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 having 2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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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h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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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idea 2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171 increased 2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2 innovative 2 adj.革新的，创新的；新颖的；有创新精神的

173 interior 2 [in'tiəriə] n.内部；本质 adj.内部的；国内的；本质的

174 interiors 2 n. 内部（interior的复数形式）

175 Ithaca 2 ['iθəkə] n.伊萨卡岛（希腊西部爱奥尼亚海中群岛之一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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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James 2 [dʒeimz] n.詹姆斯（姓氏，男子名）；《雅各书》

178 la 2 [lɑ:] n.全音阶中的第6个音；A音的唱名 n.(La)人名；(中)辣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越)罗；(朝)罗；(缅、老)拉

179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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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li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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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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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masks 2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183 mayor 2 ['mεə] n.市长 n.(Mayor)人名；(英)梅厄；(法、西、俄)马约尔

184 mu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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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national 2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186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87 open 2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188 operating 2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
189 Parks 2 n.帕克斯（人名）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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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92 person 2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
193 pitcher 2 ['pitʃə] n.投手；大水罐 n.(Pitcher)人名；(英)皮彻

194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95 red 2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
196 r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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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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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same 2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199 Samuel 2 ['sæmjuəl] n.撒母耳（希伯来先知）；塞缪尔（男子名）

200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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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02 seating 2 ['si:tiŋ] n.就座；座位数 v.为…领座；为…提供座位（seat的ing形式）

203 show 2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204 showing 2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205 social 2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06 some 2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
>稍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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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7 something 2 ['sʌmθiŋ] pron.某事；某物 n.重要的人；值得重视的事 adv.非常；有点；大约 adj.大约；有点象

208 space 2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209 stadium 2 ['steidiəm] n.体育场；露天大型运动场

210 stockings 2 [s'tɒkɪŋz] n. 长袜

211 sweet 2 [[swi:t] adj.甜的；悦耳的；芳香的；亲切的 n.糖果；乐趣；芳香；宝贝 （俚）酷毙了 n.(Sweet)人名；(英)斯威特

212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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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tak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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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targeting 2 ['tɑːɡɪtɪŋ] n. 目标 动词targe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16 team 2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217 texas 2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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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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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time 2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221 towards 2 [tə'wɔ:dz, tu-, 'təuədz, twɔ:dz] prep.朝，向；对于；有助于

222 travel 2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223 us 2 pron.我们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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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virtual 2 adj.[计]虚拟的；实质上的，事实上的（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）

226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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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ways 2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228 w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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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winners 2 温纳斯

230 work 2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231 workers 2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232 yankees 2 美国人；美国佬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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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adapt 1 [ə'dæpt] vt.使适应；改编 vi.适应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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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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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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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ahead 1 adj.向前；在前的；领先 adv.向前地；领先地；在（某人或某事物的）前面；预先；在将来，为未来

241 aids 1 abbr.艾滋病（AcquiredImmuneDeficiencySyndrome）；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症

242 alex 1 ['æliks] n.亚历克斯（男子名）

243 Alice 1 ['ælis] n.爱丽丝（女子名）

244 allows 1 [ə'laʊz] 允许

245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246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247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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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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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appetite 1 ['æpitait] n.食欲；嗜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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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2 applications 1 [æplɪ'keɪʃəns] n. 申请书；应用程序 名词application的复数形式.

253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254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55 arrangements 1 [ə'rendʒmənts] n. 安排；布置；准备 名词arrangement的复数形式.

256 artificial 1 [,ɑ:ti'fiʃəl] adj.人造的；仿造的；虚伪的；非原产地的；武断的

257 asleep 1 [ə'sli:p] adj.睡着的；麻木的；长眠的 adv.熟睡地；进入睡眠状态

258 athletics 1 [æθ'letɪks] n.竞技；体育运动；田径运动

259 audience 1 [ˈɔː diəns] n.观众；听众；读者；接见；正式会见；拜会

260 aviation 1 [,eivi'eiʃən] n.航空；飞行术；飞机制造业

261 award 1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262 awarded 1 英 [ə'wɔː d] 美 [ə'wɔː 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263 awards 1 英 [ə'wɔː d] 美 [ə'wɔː 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264 aware 1 [ə'wεə] adj.意识到的；知道的；有…方面知识的；懂世故的 n.(Aware)人名；(阿拉伯、索)阿瓦雷

265 awesome 1 [英['ɔː s(ə)m] 美['ɔsəm]] adj.令人敬畏的；使人畏惧的；可怕的；极好的

266 baby 1 ['beibi] n.婴儿，婴孩；孩子气的人 vt.纵容，娇纵；把……当婴儿般对待 adj.婴儿的；幼小的 n.(Baby)人名；(法、葡)巴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
267 balance 1 ['bæləns] n.平衡；余额；匀称 vt.使平衡；结算；使相称 vi.保持平衡；相称；抵销 n.(Balance)人名；(西)巴兰塞

268 ballparks 1 n.棒球场( ballpark的名词复数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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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behar 1 [bi'hɑ:] n.比哈尔（印度东北部城市）（等于Bihar）

271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272 benefit 1 n.利益，好处；救济金 vt.有益于，对…有益 vi.受益，得益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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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275 bigger 1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
276 bill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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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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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blower 1 ['bləuə] n.鼓风机，吹风机；吹制工；<俚>爱吹牛的人 n.(Blower)人名；(英)布洛尔

279 blue 1 n.蓝色；[复数]（美国海、陆、空三军穿的）蓝色制服；蓝颜料；[theblue(s)][用作单数或复数]布鲁斯（歌曲）（一种伤
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.蓝色的；沮丧的，忧郁的；下流的 vt.把…染成蓝色；使成蓝色；给…用上蓝剂；用上蓝剂于 vi.变成
蓝色，呈蓝色 n.（英、西、意）布卢（人名）

280 brings 1 [brɪŋz] v. 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劝诱（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81 buy 1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282 cabins 1 ['kæbɪn] n. 船舱；机舱；小木屋 vt. 抑制 vi. 住在小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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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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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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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cares 1 n. 关心 名词care的复数形式.

287 category 1 ['kætigəri] n.种类，分类；[数]范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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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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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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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changer 1 ['tʃeindʒə] n.转换开关装置；改变者（change的名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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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channel 1 vt.引导，开导；形成河道 n.通道；频道；沟渠；海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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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Chicago 1 [ʃi'kɑ:gəu] n.芝加哥（美国中西部城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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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6 chosen 1 ['tʃəuzən] vt.选择（choos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挑选出来的，精选的

297 clayton 1 ['kleitn] n.克莱顿（姓氏，男子名）

298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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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collections 1 [kə'lekʃənz] n. 收集；收藏 名词collection的复数形式.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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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combine 1 [kəm'bain] vt.使化合；使联合，使结合 vi.联合，结合；化合 n.联合收割机；联合企业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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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commercial 1 [kə'mə:ʃəl] adj.商业的；营利的；靠广告收入的 n.商业广告

305 commuter 1 [kə'mju:tə] n.通勤者，经常乘公共车辆往返者；[交]月季票乘客

306 concept 1 ['kɔnsept] n.观念，概念

307 construction 1 [kən'strʌkʃən] n.建设；建筑物；解释；造句

308 contract 1 ['kɔntrækt, kən'trækt] vi.收缩；感染；订约 vt.感染；订约；使缩短 n.合同；婚约

309 cool 1 [ku:l] adj.凉爽的；冷静的；出色的 vt.使…冷却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变凉；平息 n.凉爽；凉爽的空气 adv.冷静地 n.(Cool)人
名；(法)科尔；(英)库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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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cory 1 ['kəuri:; 'kɔ:ri:] n.克里，科里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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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unting 1 ['kaʊntɪŋ] n. 计算

314 court 1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(法)库尔

315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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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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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coy 1 [kɔi] adj.腼腆的；忸怩作态的；怕羞的 vi.忸怩作态 vt.爱抚 n.(Coy)人名；(法)库瓦；(英、德、西)科伊

319 cracker 1 ['krækə] n.爆竹；饼干；胡桃钳；解密高手

320 creator 1 [kri'eitə] n.创造者；创建者

321 criticisms 1 [k'rɪtɪsɪzəmz] 批评

322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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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crystal 1 ['kristəl] n.结晶，晶体；水晶；水晶饰品 adj.水晶的；透明的，清澈的 n.(Crystal)人名；(英)克里斯特尔，克丽丝特尔
(女名)

325 cubs 1 ['kʌbz] n. 幼童军，童子军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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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cutout 1 ['kʌt,aut] n.布或纸上剪下的图案花样；排气阀；保险开关

328 danger 1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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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decisions 1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
331 dedicated 1 ['dedikeitid] adj.专用的；专注的；献身的 v.以…奉献；把…用于（dedic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32 defense 1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
333 dependent 1 [di'pendənt] adj.依靠的；从属的；取决于…的 n.依赖他人者；受赡养者

334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35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336 designers 1 [dɪ'zaɪnəz] 设计师

337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338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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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9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340 digital 1 ['didʒitəl] adj.数字的；手指的 n.数字；键

341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
342 dodger 1 ['dɔdʒə] n.欺瞒者；躲避者

343 dodgers 1 ['dɔdʒəz] n. 躲闪者， 欺瞒者；传单广告用纸（dodger的复数形式）

344 doors 1 [dɔ:z] n.大门；入口；通道（door的复数）

345 doubles 1 ['dʌblz] n. [体]双打 名词double的复数形式.

346 doug 1 [daug] n.道格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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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Dreams 1 [driː mθ] n. 梦想 名词dream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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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Easter 1 ['i:stə] n.复活节

351 efficient 1 [i'fiʃənt] adj.有效率的；有能力的；生效的

352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353 elements 1 ['elɪmənts] n. 要素，元素；基本原则；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

354 employees 1 [ˌemplɔɪ'iː 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
355 encouraged 1 英 [ɪn'kʌrɪdʒd] 美 [ɪn'kɜ ɪːdʒd] adj. 被鼓励的 v. 鼓励；促进；支持（动词encour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56 engage 1 vt.吸引，占用；使参加；雇佣；使订婚；预定 vi.从事；参与；答应，保证；交战；啮合

357 enjoy 1 [in'dʒɔi] vt.欣赏，享受；喜爱；使过得快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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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enter 1 ['entə] vt.进入；开始；参加 vi.参加，登场；进去 n.[计]输入；回车 n.(Enter)人名；(英)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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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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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363 environments 1 [en'vaɪərənmənts] 环境

364 equivalent 1 [i'kwivələnt] adj.等价的，相等的；同意义的 n.等价物，相等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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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everyday 1 ['evridei] adj.每天的，日常的 n.平时；寻常日子

367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368 evolve 1 vt.发展；进化；使逐步形成；推断出 vi.发展，进展；进化；逐步形成

369 excited 1 [ik'saitid] adj.兴奋的；激动的；活跃的 v.激动；唤起（excite的过去分词）

370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371 explore 1 [ik'splɔ:] vt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 vi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

372 explores 1 英 [ɪk'splɔː (r)] 美 [ɪk'splɔː r] v. 探测；探险；考察；探究

373 extensively 1 [ik'stensivli] adv.广阔地；广大地

374 extreme 1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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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eyesight 1 ['aisait] n.视力；目力

377 faculty 1 ['fækəlti] n.科，系；能力；全体教员

378 fall 1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379 fame 1 [feim] n.名声，名望；传闻，传说 vt.使闻名，使有名望

380 feast 1 [fi:st] vt.享受；款待，宴请 n.筵席，宴会；节日 vi.享受；参加宴会

381 features 1 ['fiː tʃəz] n. 容貌；特征 名词feature的复数形式.
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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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ferried 1 ['feri] n. 渡船；渡口 vt. 摆渡；运输 vi. 摆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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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4 field 1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3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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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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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fixing 1 ['fiksiŋ] n.固定；安装；设备；修理 v.固定（fix的现在分词）

388 flavor 1 ['fleivə] n.情味，风味；香料；滋味 vt.加味于

389 flex 1 ['fleks] vt.折曲；使收缩 vi.弯曲；收缩 n.屈曲；电线；松紧带 adj.弹性工作制的 n.(Flex)人名；(意)弗莱克斯；(法)弗莱

390 flight 1 [flait] n.飞行；班机；逃走 vt.射击；使惊飞 vi.迁徙 n.(Flight)人名；(英)弗莱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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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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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3 fold 1 [fəuld] vt.折叠；合拢；抱住；笼罩 n.折痕；信徒；羊栏 vi.折叠起来；彻底失败

394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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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forever 1 [fə'revə] adv.永远；不断地；常常
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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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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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freedoms 1 n. 自由；五大航权（freedom的复数）

400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401 fun 1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
402 games 1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403 gear 1 [giə] n.齿轮；装置，工具；传动装置 vi.适合；搭上齿轮；开始工作 vt.开动；搭上齿轮；使……适合；使……准备好 adj.
好极了 n.(Gear)人名；(英)吉尔

404 geared 1 [giəd] adj.齿轮传动的，变速螺旋桨 v.用齿轮连接；给…装上齿轮；挂档开动机器；准备好（gear的过去式）

405 gears 1 英 [ɡɪə(r)] 美 [ɡɪr] n. 传动装置；齿轮；排挡；工具；装备 v. 调整；使适应于；以齿轮连起

406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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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gigantic 1 [,dʒai'gæntik] adj.巨大的，庞大的

409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410 glimpse 1 [glimps] n.一瞥，一看 vi.瞥见 vt.瞥见
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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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413 governor 1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
414 graphics 1 ['græfiks] n.[测]制图学；制图法；图表算法

415 Grays 1 n.格雷士（地名）

416 guests 1 [ɡest] n. 客人；宾客；特别来宾；[动植物]寄生生物 v. 做特邀嘉宾；做特约演员；客串；招待；做客

417 guys 1 [ɡaɪ] n. 家伙；(男)人 n. 拉索；牵索 vt. 嘲笑

418 had 1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
419 hall 1 n.过道，门厅，走廊；会堂；食堂；学生宿舍；大厅，前厅；娱乐中心，会所 n.（土）哈勒（人名）；（德、波、丹、
芬、瑞典）哈尔（人名）；（英）霍尔（人名）；（法）阿尔（人名）

420 ha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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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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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headrest 1 ['hedrest] n.头靠，弹性头垫；靠头之物

423 healthcare 1 ['helθkeə] 保健

424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4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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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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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7 hey 1 [hei] int.喂！（引起注意等）；你好！（表示问候） n.干草（等于hay） n.(Hey)人名；(法)埃；(柬)海；(德、英)海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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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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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9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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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1 homes 1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国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432 host 1 [həust] n.[计]主机；主人；主持人；许多 vt.主持；当主人招待 vi.群集；做主人

433 ho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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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435 ideas 1 观念

436 imagining 1 n.想像 v.想像；猜测；虚构（imagine的ing形式）

437 improved 1 [ɪm'pruːvd] adj. 改良的；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38 inaudible 1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
439 industries 1 ['ɪndəstri] n. 工业；产业；行业；勤勉；勤劳

440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4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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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443 institutions 1 [ɪnstɪt'ju ʃːnz] n. 体系 名词institution的复数.

444 interact 1 [,intə'rækt] vt.互相影响；互相作用 vi.互相影响；互相作用 n.幕间剧；幕间休息

445 intriguing 1 [in'tri:giŋ] adj.有趣的；迷人的 v.引起…的兴趣；策划阴谋；私通（intrigue的ing形式）

446 items 1 ['aɪtəm] n. 项目；条款；一件商品（或物品）；一则或一条新闻 adv. 也

447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448 jacks 1 [dʒæks] n.抓子游戏；家伙；小伙子（jack的复数） v.抬起；提醒（jack的三单形式） n.(Jacks)人名；(德)雅克斯；(英、
意)杰克斯

449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450 jousting 1 [dʒaʊst] v. 马上长枪比武；竞争 n. 马上长枪比武；竞争

451 jumped 1 [dʒʌmp] n. 跳跃；跳动；上涨 v. 跳越；暴涨

4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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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3 justice 1 ['dʒʌstis] n.司法，法律制裁；正义；法官，审判员 n.(Justice)人名；(英)贾斯蒂斯，贾斯蒂丝(女名)

454 kershaw 1 n. 克肖

455 kicked 1 [kɪk] v. 踢；反冲 n. 踢；反冲；后座力

456 kitman 1 ['kɪtmæn] (汽车器材)配套员

457 landing 1 ['lændiŋ] n.登陆；码头；楼梯平台 v.登陆（land的ing形式） n.(Landing)人名；(冈、瑞典、塞内)兰丁

458 large 1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459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
460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461 leaves 1 [li:vz] n.树叶；花瓣（leaf的复数） v.离开（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462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
463 les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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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4 letting 1 ['letiŋ] n.出租；租金 v.让，允许（let的现在分词）

465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4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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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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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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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69 Louisville 1 ['lu:ivil] n.路易斯维尔（美国肯塔基州城市）

470 lounge 1 [laundʒ] n.休息室；闲逛；躺椅；（英）酒吧间 vi.闲逛；懒洋洋地躺卧；闲混 vt.虚度光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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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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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2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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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4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475 mal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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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6 manual 1 ['mænjuəl] adj.手工的；体力的 n.手册，指南

477 manually 1 ['mænjuəli] adv.手动地；用手

478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479 marshmallow 1 ['mɑ:ʃ,meləu] n.棉花糖；蜀葵糖剂；药蜀葵

480 mass 1 n.块，团；群众，民众；大量，众多；质量 adj.群众的，民众的；大规模的，集中的 vi.聚集起来，聚集 vt.使集合

481 massive 1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
482 mets 1 abbr.全国医护英语水平考试（MedicalEnglishTestSystem）；代谢当量（MetabolicEquivalants）；元数据编码和传输标准
（MetadataEncodingandTransmissionStandard） n.(Mets)人名；(俄)梅茨；(瑞典)梅茨

483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484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
485 Mona 1 ['məunə] n.白腹长尾猴；莫娜（女子名）

4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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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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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8 museum 1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489 mutual 1 ['mju:tʃuəl, -tjuəl] adj.共同的；相互的，彼此的

490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491 necessarily 1 ['nesəsərəli, ,nesə'serəli] adv.必要地；必定地，必然地

4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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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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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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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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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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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7 onto 1 ['ɔntu, -tə] prep.在…之上；对…了解；映射到…上 adj.映射的；自身的；映成的

498 opener 1 ['əupənə] n.[五金]开启工具；开启的人

499 operations 1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
500 oppose 1 [ə'pəuz] vt.反对；对抗，抗争 vi.反对

501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502 oriented 1 ['ɔ:rientid, 'əu-] adj.导向的；定向的；以…为方向的 v.调整；使朝向（orient的过去分词）；确定…的方位

503 original 1 [ə'ridʒənəl] n.原件；原作；原物；原型 adj.原始的；最初的；独创的；新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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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5 overcome 1 [,əuvə'kʌm] vt.克服；胜过 vi.克服；得胜

506 overlays 1 ['əʊvəleɪz] 重复占位程序段,重复占位段

507 par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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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8 part 1 n.部分；角色；零件；一些；片段 vt.分离；分配；分开 vi.断裂；分手 adv.部分地 adj.部分的 n.(Part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帕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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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0 passenger 1 ['pæsindʒə] n.旅客；乘客；过路人；碍手碍脚的人

511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
512 patience 1 ['peiʃəns] n.耐性，耐心；忍耐，容忍

513 paved 1 [peɪv] vt. 铺路；铺设；铺满；安排

514 peanuts 1 n. 花生；小数目；少量的钱 名词peanut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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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5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5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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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7 Petersburg 1 ['pi:təzbə:g] n.彼得斯堡（美国城市）；彼得堡（苏联城市列宁格勒旧称）

518 pH 1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
519 Philadelphia 1 [,filə'delfjə; -fiə] n.费城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港市）

520 phone 1 [fəun] n.电话；耳机，听筒 vt.打电话 vi.打电话 n.(Phone)人名；(老、缅)蓬

521 physical 1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522 players 1 n.队员，参与者；玩家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；迷你音碟机，雷射唱盘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

523 pokemon 1 [pəʊ'kemən] POK红系髓性致癌因子

524 portraits 1 ['pɔː trɪts] 画像

525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526 ppe 1 abbr. 个人防护用品(=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) abbr. (尤用于牛津大学)哲学﹑ 政治学和经济学(=philosophy；politics and
economics)

527 practice 1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528 preservatives 1 [prɪ'zɜːvətɪvz] n. 防腐剂；保存剂 名词preservative的复数形式.

529 pretty 1 adj.漂亮的；可爱的；优美的 adv.相当地；颇 n.有吸引力的事物（尤指饰品）；漂亮的人 n.Pretty，普雷蒂（人名）

530 price 1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
531 pro 1 [prəu] adv.赞成地 n.赞成者；赞成的意见 prep.赞成 n.(Pro)人名；(意)普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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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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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4 productivity 1 [,prɔdʌk'tivəti, ,prəu-] n.生产力；生产率；生产能力

535 professional 1 [prə'feʃənəl] adj.专业的；职业的；职业性的 n.专业人员；职业运动员

536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537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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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9 purely 1 ['pjuəli] adv.纯粹地；仅仅，只不过；完全地；贞淑地；清洁地

540 pushes 1 [pʊʃ] v. 推；按；挤；逼迫；催促 n. 推；奋力；决心

5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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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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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rangers 1 n. 兰杰斯（音译名）；守林人；骑警；突击队员；漫游者（名词ranger的复数形式）

544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5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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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6 realize 1 vt.实现；认识到；了解；将某物卖得，把(证券等)变成现钱；变卖

547 recognizable 1 ['rekəgnaizəbl, ,rekəg'nai-] adj.可辨认的；可认识的；可承认的

548 recognizing 1 ['rekəgnaɪzɪŋ] v. 承认；认出，识别（动词recogniz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549 reduced 1 [ri'dju:st] adj.减少的；[数]简化的；缩减的

550 regardless 1 adj.不管的；不顾的；不注意的 adv.不顾后果地；不管怎样，无论如何；不惜费用地

551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552 repairing 1 [ri'peəriŋ] v.修复（repair的ing形式）；修理

553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554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555 resolution 1 [,rezə'lu:ʃən, -,lju:-] n.[物]分辨率；决议；解决；决心

556 returns 1 [rɪ'tɜːnz] n. 报告；统计表；研究成果 名词return的复数形式.

557 rotate 1 [rəu'teit, 'rəut-, 'rəuteit] vi.旋转；循环 vt.使旋转；使转动；使轮流 adj.[植]辐状的

5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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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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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59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560 savor 1 vt.尽情享受；使有风味；加调味品于；品尝，欣赏 vi.有…的滋味；带有…的性质 n.滋味；气味；食欲

561 scenes 1 ['siː nz] n. 场景；背景，景色（名词scene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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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3 screens 1 [skriː nz] n. 屏幕 名词screen的复数形式.

564 seamless 1 ['si:mlis] adj.无缝的；无缝合线的；无伤痕的

565 seasons 1 ['siː znz] n. 季节 名词season的复数形式.

566 seats 1 ['siː ts] n.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.

5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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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8 securely 1 [si'kjuəli] adv.安全地；牢固地；安心地；有把握地

569 se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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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0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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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2 sensors 1 ['sensəz] 传感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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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4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575 sheep 1 [ʃiː p] n.羊，绵羊；胆小鬼

576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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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8 significant 1 [sig'nifikənt] adj.重大的；有效的；有意义的；值得注意的；意味深长的 n.象征；有意义的事物

5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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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0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581 soldier 1 ['səuldʒə] n.军人；[昆]兵蚁；懒汉；一片烤面包 vi.当兵；磨洋工；坚持干；假称害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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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3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584 sox 1 [sɔks] n.（美）短袜；鞋垫；喜剧（sock的复数）

585 spirit 1 ['spirit] n.精神；心灵；情绪；志气；烈酒 vt.鼓励；鼓舞；诱拐

586 spoken 1 ['spəukən] adj.口语的，口头的 v.说（speak的过去分词）

587 sports 1 n.运动；运动会（sport的复数）；（报纸）体育版面；突变；娱乐 adj.运动的；适用于运动的 v.娱乐；戏弄（sport的
第三人称单数）

588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5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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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0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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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2 st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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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3 stayed 1 [steɪ] v. 停留；逗留；保持 n. 停留；逗留

594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595 subscribing 1 [səb'skraɪb] vt. 订阅；签名；支持；捐赠；同意

596 sugared 1 ['ʃugəd] adj.加了糖的；甜蜜的 v.加糖于（sugar的过去式）

597 super 1 ['sju:pə] adj.特级的；极好的 n.特级品，特大号；临时雇员 n.(Super)人名；(英)休珀

598 table 1 ['teibl] n.桌子；表格；平地层 vt.制表；搁置；嵌合 adj.桌子的 n.(Table)人名；(罗)塔布莱

599 tables 1 [teɪblz] n. 表格 名词table的复数形式.

600 tablets 1 ['tæblət] n. 药片；匾；片状物；平板电脑

601 tag 1 [tæg] n.标签；名称；结束语；附属物 vt.尾随，紧随；连接；起浑名；添饰 vi.紧随 n.(Tag)人名；(丹)塔；(阿拉伯)塔杰

602 takeoff 1 起飞 开始 起跳 起跳的，起飞的

603 Tampa 1 ['tæmpə] n.坦帕市（美国佛罗里达州西部港市）

604 target 1 n.目标，指标；（攻击的）对象；靶子 v.把...作为目标；面向，对准（某群体） n.（Target）美国塔吉特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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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5 targets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 rː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
606 teams 1 [tiː m] n. 队；组 v. 使相配；使合作；结成一队 adj. 团队的

607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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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9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6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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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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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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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3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6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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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5 title 1 ['taitl] n.冠军；标题；头衔；权利；字幕 vt.加标题于；赋予头衔；把…称为 adj.冠军的；标题的；头衔的

616 tracking 1 ['trækiŋ] n.追踪，跟踪 v.跟踪（track的ing形式）

617 traditional 1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6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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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9 trained 1 [treɪnd] adj.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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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1 transport 1 [træns'pɔ:t; trænz-træns'pɔ:t, trænz-, trɑ:n-, 'trænspɔ: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机；狂喜；流放犯 vt.运输；流放；使狂喜

622 traveler 1 ['trævlə] n.旅行者；旅客；旅行推销员（等于traveller）

623 treat 1 [tri:t] vt.治疗；对待；探讨；视为 vi.探讨；请客；协商 n.请客；款待 n.(Treat)人名；(英)特里特

624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625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626 tube 1 [tju:b, tu:b] n.管；电子管；隧道；电视机 vt.使成管状；把…装管；用管输送 vi.乘地铁；不及格

627 understanding 1 [,ʌndə'stændiŋ] n.谅解，理解；理解力；协议 adj.了解的；聪明的；有理解力的 v.理解；明白（understand的ing
形式）

628 unidentified 1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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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0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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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2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633 vaccination 1 [,væksi'neiʃən] n.接种疫苗；种痘

634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
635 version 1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636 ve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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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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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8 visions 1 ['vɪʒn] n. 视力；视觉；幻觉；眼光；洞察力；想象力 v. 幻想；设想

639 visual 1 ['vizjuəl] adj.视觉的，视力的；栩栩如生的

640 walking 1 ['wɔ:kiŋ] n.步行；散步 v.步行（walk的ing形式） adj.步行的

6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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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2 wastewater 1 ['weist,wɔ:tə, -,wɔ-] n.废水，污水

643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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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5 weapons 1 n.武器（weapon的复数）；武装切换；斗争工具 v.武装（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646 weight 1 [weit] n.重量，重力；负担；砝码；重要性 vt.加重量于，使变重 n.(Weigh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格特

6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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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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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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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0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651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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芬)维德

652 windows 1 ['windəuz] n.微软公司生产的“视窗”操作系统

653 wings 1 [wiŋz] n.[昆]翅膀（wing的复数形式）；飞行章；女童军戴的一种翼形章 n.(Wings)人名；(德)温斯

654 Wisconsin 1 [wis'kɔnsin] n.威斯康星州（美国州名）

655 withhold 1 ['wið'həuld, wiθ-] vt.保留，不给；隐瞒；抑制 vi.忍住；克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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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7 workplace 1 ['wə:kpleis] n.工作场所；车间

658 workstation 1 n.工作站

659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
660 wow 1 n.极大的成功；一鸣惊人之举；魔兽世界(WorldofWarcraft)；失真 int.（表示极大的惊奇或钦佩）哇，呀

661 Yankee 1 ['jæŋki] n.美国佬，美国人；洋基队（美国棒球队名）

662 yeah 1 [jεə] adv.是 int.是

663 yesterday 1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
664 zone 1 [zəun] n.地带；地区；联防 vi.分成区 vt.使分成地带；环绕 n.(Zone)人名；(塞)佐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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