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12-01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7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4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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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4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and 4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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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 3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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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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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6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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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is 1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 they 19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1 there 16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12 this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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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be 1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4 online 14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15 ar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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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t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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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 buy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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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s 12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
19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0 hav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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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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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so 10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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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store 10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24 will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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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woody 10 ['wudi] adj.木质的；多树木的；木头似的 n.(Woody)人名；(英)伍迪

26 year 10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7 because 9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8 if 9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9 Christmas 8 n.圣诞节；圣诞节期间

30 cnn 8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31 don 8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32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33 re 8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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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6 w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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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w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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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abo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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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efore 7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40 b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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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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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do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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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get 7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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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other 7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45 some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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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een 6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47 billion 6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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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end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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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going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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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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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las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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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mall 6 [mɔ:l] n.购物商场；林荫路；铁圈球场 n.(Mall)人名；(英)玛尔(女子教名Mary的昵称)；(阿拉伯)迈勒；(尼)马尔

54 moos 6 [mu ]ː v. 牛哞哞叫 n. 牛鸣声

55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56 now 6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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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over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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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season 6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60 tha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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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twitter 6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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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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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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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being 5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67 company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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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ovid 5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69 has 5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
70 hurricanes 5 ['hʌrikənz] n. 飓风（名词hurricane的复数形式）

71 ju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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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know 5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73 migh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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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mutations 5 [mju 'ːteɪʃnz] 突变

75 omicron 5 n.希腊字母第15字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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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something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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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talking 5 ['tɔ:kiŋ] adj.说话的，多嘴的；有表情的 n.讲话，谈论 v.谈论；讲话（talk的ing形式） n.(Talking)人名；(英)托金

79 though 5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80 tree 5 [tri:] n.树；木料；树状物 vt.把...赶上树 vi.爬上树；逃上树 n.(Tree)人名；(英)特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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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after 4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82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83 by 4 prep.通过；被；依据；经由；在附近；在……之前 adv.通过；经过；附近；[互联网]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

84 difficulties 4 ['dɪfɪkəlti] n. 困难；争议；麻烦

85 dorsey 4 n. 多尔西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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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g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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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8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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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hurricane 4 ['hʌrikən] n.飓风，暴风

90 its 4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91 lo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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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may 4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93 meyersohn 4 迈尔松

94 named 4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
95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96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97 retail 4 ['ri:teil] vt.零售；转述 vi.零售 n.零售 adv.以零售方式 adj.零售的 n.(Retail)人名；(法)勒塔伊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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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saunders 4 ['sɔː ndəs] n. 磨沙机

100 s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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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size 4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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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storms 4 英 [stɔː m] 美 [stɔː rm] n. 暴风雨 v. 起风暴；猛攻；暴怒；捣毁

104 them 4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105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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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08 unidentified 4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109 variant 4 ['vεəriənt] adj.不同的；多样的 n.变体；转化

110 ver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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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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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against 3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13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14 around 3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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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buying 3 n.买进 v.购买；获得；收买（buy的ing形式）

117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118 CEO 3 abbr.首席执行官；执行总裁（chiefexecutiveofficer）

119 chief 3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120 days 3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121 different 3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122 early 3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123 enough 3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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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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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final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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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four 3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27 immunity 3 [i'mju:nəti] n.免疫力；豁免权；免除

128 inventory 3 ['invəntəri, -tɔ:ri] n.存货，存货清单；详细目录；财产清册

129 katz 3 卡茨（人名）

130 known 3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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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more 3 [mɔ:] adv.更多；此外；更大程度地 adj.更多的；附加的 pron.更多的数量 n.更多 n.(More)人名；(英、法)莫尔；(意、西、
以)莫雷

133 oz 3 [ɔz] abbr.[金融]盎司（ounce） n.(Oz)人名；(以)奥兹

134 product 3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
135 return 3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136 sales 3 [seilz] adj.销售的，售货的；有关销售的 n.销售（sale的复数）；销售额 n.(Sales)人名；(意、西、葡)萨莱斯；(法)萨勒；
(英)塞尔斯

137 seen 3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138 shipping 3 ['ʃipiŋ] n.[船]船舶，船舶吨数；海运；运送 v.运送，乘船（ship的ing形式） n.(Shipping)人名；(英)希平

139 shopping 3 ['ʃɔpiŋ] n.购物，买东西 v.购物（shop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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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talked 3 [tɔː k] v. 交谈；商讨；演讲；阐述；劝服 n. 谈话；会谈；讨论；讲话；空谈

142 things 3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143 ve 3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144 Weeks 3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145 we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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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wizard 3 n.男巫；术士；奇才；向导程序 adj.男巫的；巫术的

147 your 3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148 actually 2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149 adobe 2 [ə'dəubi] n.土砖，砖坯

150 advice 2 [əd'vais] n.建议；忠告；劝告；通知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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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americans 2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53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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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associated 2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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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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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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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Canada 2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159 catch 2 [kætʃ] vt.赶上；抓住；感染；了解 vi.赶上；抓住 n.捕捉；捕获物；窗钩

160 chain 2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
161 colors 2 ['kɒlərz] n. 彩色 名词color的复数形式.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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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containers 2 [kən'teɪnəs] n.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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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cyber 2 ['saɪbə] pref. 电脑的；网络的

166 differences 2 ['dɪfərəns] n.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.

167 discounts 2 ['dɪskaʊnt] n. 折扣；贴现率 vt. 打折扣；贴现；不全信；不重视 vi. 贴现；减息贷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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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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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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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eastern 2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171 effectiveness 2 [ə'fektivnis] n.效力

172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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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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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176 headlines 2 ['hedlaɪn] n. 大字标题；新闻提要；头条新闻 v. 加标题于；宣扬；作主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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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79 holidays 2 ['hɔlədiz] adv.每逢假日，在假日 v.度假（holiday的单三形式） n.假日（holiday的复数形式）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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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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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kid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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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like 2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184 likely 2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185 litt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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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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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majo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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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marketing 2 ['mɑ:kitiŋ] n.行销，销售 v.出售；在市场上进行交易；使…上市（market的ing形式）

189 Monday 2 ['mʌndi] n.星期一

190 obviously 2 ['ɔbviəsli] adv.明显地 显然地

191 officer 2 ['ɔfisə, 'ɔ:-] n.军官，警官；公务员，政府官员；船长 vt.指挥 n.(Officer)人名；(英)奥菲瑟

192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93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94 period 2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195 pick 2 [pik] vi.挑选；采摘；挖 vt.拾取；精选；采摘；掘 n.选择；鹤嘴锄；挖；掩护 n.(Pi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捷、匈、瑞
典)皮克

196 possible 2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197 products 2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198 researchers 2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199 risk 2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200 santa 2 ['sæntə] n.圣诞老人（等于SantaClaus）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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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seven 2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203 sh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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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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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spent 2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
206 spike 2 [spaik] n.长钉，道钉；钉鞋；细高跟 vt.阻止；以大钉钉牢；用尖物刺穿 n.(Spike)人名；(瑞典)斯皮克

207 stock 2 n.股份，股票；库存；血统；树干；家畜 adj.存货的，常备的；平凡的 vt.进货；备有；装把手于… vi.囤积；办货；出
新芽 n.(Stock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施托克；(英、法、葡、瑞典)斯托克

208 supply 2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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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term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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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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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 thank 2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212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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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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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215 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216 treatments 2 ['triː tmənts] n. 治疗；疗法（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）

217 try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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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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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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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vaccines 2 疫苗程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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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23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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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26 absence 1 ['æbsəns] n.没有；缺乏；缺席；不注意

227 accessories 1 [ək'sesərɪz] n. 附件；配件；辅助程序；配饰，服装搭配物 名词accessory的复数形式.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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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
230 acquired 1 [ə'kwaiəd] adj.[医]后天的；已获得的；已成习惯的 v.取得；捕获（acquire的过去分词）

231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232 active 1 ['æktiv] adj.积极的；活跃的；主动的；有效的；现役的 n.主动语态；积极分子

233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234 advance 1 [əd'vɑ:ns, əd'væns] n.发展；前进；增长；预付款 vt.提出；预付；使……前进；将……提前 vi.前进；进展；上涨 adj.预
先的；先行的

235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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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agrawal 1 n. 阿格拉沃尔

238 allowed 1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
239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240 alternatives 1 [ɔː l'tɜːnətɪvz] n. 其它选择；备选方案 名词alternative的复数形式.

241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242 amounts 1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
243 analytics 1 [,ænə'litiks] n.[化学][数]分析学；解析学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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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animation 1 [,æni'meiʃən] n.活泼，生气；激励；卡通片绘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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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antibodies 1 ['æntɪ̩ bɒdɪz] n. 抗体；免疫体 名词antibody的复数形式.

248 antibody 1 ['ænti,bɔdi] n.[免疫]抗体

249 apparel 1 [ə'pærəl] n.服装；衣服 vt.给…穿衣

250 aren 1 阿伦

251 arouse 1 [ə'rəuz] vt.引起；唤醒；鼓励 vi.激发；醒来；发奋

252 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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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254 Atlantic 1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
255 August 1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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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availability 1 [ə,veilə'biləti] n.可用性；有效性；实用性

257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258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59 balsam 1 ['bɔ:lsəm] n.香脂；凤仙花；香膏；产香脂的树 n.(Balsam)人名；(英)鲍尔萨姆；(法)巴尔桑

260 banned 1 [bæn] v. 禁止；剥夺权利 n. 禁令；禁止

261 basket 1 ['bɑ:skit, 'bæs-] n.篮子；（篮球比赛的）得分；一篮之量；篮筐 vt.装入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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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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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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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7 black 1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268 Botswana 1 [bɔ'tswɑ:nə] n.博茨瓦纳（非洲中南部国家）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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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breaking 1 ['breikiŋ] n.破坏；阻断 v.破坏（break的ing形式）

271 brick 1 [brik] n.砖，砖块；砖形物；心肠好的人 vt.用砖砌 adj.用砖做的；似砖的 n.(Bri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瑞典)布里克

272 bri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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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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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browse 1 vt.浏览；吃草 vi.浏览；吃草；漫不经心地看商品 n.浏览；吃草；嫩草，嫩叶 n.(Browse)人名；(英)布劳斯

275 c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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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calm 1 [kɑ:m, kɑ:lm] adj.静的，平静的；沉着的 vt.使平静；使镇定 vi.平静下来；镇定下来 n.风平浪静 n.(Calm)人名；(法、德)卡
尔姆

277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278 can 1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的）食品罐头

279 Canaan 1 ['keinən] n.迦南；乐土

280 capacity 1 [kə'pæsəti] n.能力；容量；资格，地位；生产力

281 cart 1 [kɑ:t] n.二轮运货马车 vt.用车装载 vi.驾运货马车；用运货车运送 n.(Cart)人名；(法)卡尔；(英、芬)卡特

282 cartoonist 1 [kɑ:'tu:nist] n.漫画家

283 categories 1 ['kætɪɡərɪz] n. 类别；种类；范畴 名词category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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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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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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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chatty 1 ['tʃæti] adj.饶舌的；爱讲闲话的；非正式的 n.(Chatty)人名；(英)查蒂(教名Carol、Carola、Caroline、Carolyn的昵称)

290 Claus 1 [klaus] n.克劳斯（男子名）

291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292 closer 1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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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4 color 1 ['kʌlə] n.颜色；肤色；颜料；脸色 vt.粉饰；给...涂颜色；歪曲 vi.变色；获得颜色

295 conclusion 1 [kən'klu:ʒən] n.结论；结局；推论

296 coniferous 1 [kəu'nifərəs] adj.结球果的；松柏科的

297 consumers 1 [kən'sjuːməs] n. 顾客 名词consumer的复数形式.

298 content 1 ['kɔntent] n.内容，目录；满足；容量 adj.满意的 vt.使满足 n.(Content)人名；(法)孔唐

299 controversial 1 [,kɔntrə'və:ʃəl] adj.有争议的；有争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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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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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303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304 couple 1 ['kʌpl] n.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结合；成婚 vt.结合；连接；连合 n.(Couple)人名；(法)库普勒

305 criticism 1 ['krɪtɪsɪzəm] n.批评；考证；苛求

306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307 crunch 1 [krʌntʃ] n.咬碎，咬碎声；扎扎地踏 vt.压碎；嘎扎嘎扎的咬嚼；扎扎地踏过 vi.嘎吱作响地咀嚼；嘎吱嘎吱地踏过

308 curious 1 ['kjuəriəs] adj.好奇的，有求知欲的；古怪的；爱挑剔的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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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customers 1 ['kʌstəməz] n. 顾客；<口>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

311 cypress 1 ['saipris] n.[林]柏树，柏木属植物（原产北美、欧、亚）；柏树枝（用作哀悼的标志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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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314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315 day 1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316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317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318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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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deeper 1 ['diː pə] adj. 更深 形容词deep的比较级形式.

321 deliver 1 [di'livə] vt.交付；发表；递送；释放；给予（打击）；给…接生 vi.实现；传送；履行；投递 n.投球

322 depicted 1 [dɪ'pɪkt] vt. 描述；描绘；画

323 describes 1 [dɪ'skraɪb] vt. 描述；说成；形容；画(尤指几何图形)

324 detect 1 [di'tekt] vt.察觉；发现；探测

325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326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327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328 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329 dominique 1 [,dɔmi'ni:k] n.多米尼克（女子名）；[禽]多米尼加鸡

330 donkey 1 ['dɔŋki] n.驴子；傻瓜；顽固的人

331 dorothy 1 ['dɔrəθi] n.桃乐茜（女子名）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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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dr 1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334 drive 1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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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eager 1 ['i:gə] adj.渴望的；热切的；热心的 n.(Eager)人名；(英)伊格

337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338 edition 1 [i'diʃən] n.版本 版次 集

339 effective 1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
340 embroidery 1 [im'brɔidəri] n.刺绣；刺绣品；粉饰

341 escape 1 vt.逃避，避开，避免；被忘掉；被忽视 vi.逃脱；避开；溜走；（气体，液体等）漏出；（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
而）逃脱；声音（不自觉地）由…发出 n.逃跑；逃亡；逃走；逃跑工具或方法；野生种；泄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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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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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4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345 expects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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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348 factories 1 ['fæktri] n. 工厂；制造厂

349 falcons 1 ['fɔː lkənz] n. 婴犬

350 federation 1 ['fedəreiʃən] n.联合；联邦；联盟；联邦政府

351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352 ferguson 1 ['fə:gəsən] n.弗格森（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城市名）；弗格森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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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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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figure 1 ['figə] n.数字；人物；图形；价格；（人的）体形；画像 vi.计算；出现；扮演角色 vt.计算；认为；描绘；象征

357 figuring 1 ['figəriŋ] v.计算；用数字表示；修琢（figure的ing形式）

358 finally 1 ['fainəli] adv.最后；终于；决定性地

359 financially 1 [fai'nænʃəli] adv.财政上；金融上

360 fingernail 1 ['fiŋgəneil] n.手指甲

361 fir 1 [fə:] n.冷杉；枞木 abbr.弗京（firkin） n.(Fir)人名；(塞)菲尔

362 fire 1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开
枪；激动；烧火

363 fits 1 [fɪt] adj. 适宜的；合适的；健康的 v. 适合；安装 n. 发作；适宜

364 flooding 1 ['flʌdiŋ] n.泛滥；产后出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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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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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forming 1 ['fɔː mɪŋ] n. 形成(成形法；模锻) v. 形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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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founded 1 [faʊnd] v. 建立；创立；创办；熔铸；找到，发现（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70 founders 1 英 ['faʊndə(r)] 美 ['faʊndər] n. 创立者 v. 摔倒；失败；沉没；弄跛

371 frais 1 n.(Frais)人名；(西)弗赖斯

372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373 frustration 1 [frʌs'treiʃən] n.挫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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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gift 1 [gift] n.礼物；天赋；赠品 vt.赋予；向…赠送 n.(Gift)人名；(英)吉夫特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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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378 grand 1 [grænd] adj.宏伟的；豪华的；极重要的 n.大钢琴；一千美元 n.(Grand)人名；(法)格朗；(英、瑞典)格兰德

379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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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guard 1 [gɑ:d] n.守卫；警戒；护卫队；防护装置 vi.警惕 vt.保卫；监视 n.(Guard)人名；(英)格尔德

382 Gupta 1 笈多 n.(Gupta)人名；(德、意、印、孟、尼)古普塔
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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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4 Hanukkah 1 ['hɑ:nukɑ:] n.光明节（犹太教节日，等于Chanukah）

385 harder 1 [ha:də] adj.更难的；更努力的；更坚固的（hard的比较级） n.(Har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哈德

386 headlining 1 ['hedlaɪnɪŋ] (美:roof lining)车顶织物衬里

387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388 help 1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389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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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0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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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hiatus 1 [hai'eitəs] n.裂缝，空隙；脱漏部分
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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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395 holiday 1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
396 Ida 1 ['aidə] n.艾达（女子名）

397 identified 1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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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incremental 1 [,inkri'mentəl] adj.增加的，增值的

400 indications 1 [ˌɪndɪ'keɪʃənz] n. 指示；显示；指标；读数；象征；记号 名词indication的复数形式.

401 infected 1 [in'fektid] adj.被感染的 v.传染（infect的过去分词）

402 infection 1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
403 inspiring 1 [in'spaiəriŋ] adj.鼓舞人心的；灌输的；启发灵感的 v.鼓舞；激发；使感悟（inspire的ing形式）

404 island 1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
405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
406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407 item 1 n.条款，项目；一则；一件商品（或物品） adj.又，同上 v.记下；逐条列出

408 jack 1 [dʒæk] n.千斤顶；[电]插座；男人 vt.增加；提醒；抬起；用千斤顶顶起某物 adj.雄的

4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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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
411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412 key 1 [ki:] n.（打字机等的）键；关键；钥匙 vt.键入；锁上；调节…的音调；提供线索 vi.使用钥匙 adj.关键的 n.(Key)人名；
(英)基；(德、荷、瑞典)凯

413 kiddy 1 ['kidi] n.小孩，小家伙；小山羊

414 kill 1 [kil] vt.杀死；扼杀；使终止；抵消 vi.杀死 n.杀戮；屠杀 adj.致命的；致死的 n.(Kill)人名；(德)基尔

415 ki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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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6 kohl 1 [kəul] n.眼影粉；化妆墨 n.(Kohl)人名；(德、英、罗、匈、葡、瑞典、捷)科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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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landfall 1 ['lændfɔ:l] n.着陆；[水运]初见陆地；到达陆地

419 largely 1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
420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421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4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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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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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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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5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4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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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7 lesser 1 ['lesə] adj.较少的；次要的；更小的 adv.较少地；更小地；不及 n.(Lesser)人名；(英、德)莱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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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9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430 likelier 1 ['laɪkli] adj. 可能的；可信的 adv. 很可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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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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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3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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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4 lots 1 [lɔts] n.大量，许多；一堆；命运（lot的复数） adv.很，非常 v.抽签；分组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（lot的三单形式）

435 Louisiana 1 [lu:,i:zi'ænə] n.美国路易斯安那州

4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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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7 mac 1 [mæk] abbr.测量与控制（MeasurementandControl）；机器辅助识别（MachineAidedCognition）；多路存取计算机（Multi-
AccessComputer）；多功能计算机（MultiactionComputer） n.(Mac)人名；(法、德、罗)马克；(英)马克

4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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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9 magic 1 ['mædʒik] n.巫术；魔法；戏法 adj.不可思议的；有魔力的；魔术的 n.(Magic)人名；(英)马吉克

4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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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ma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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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makeover 1 n.修饰，翻新；改进，改善；化妆美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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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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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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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6 management 1 ['mænidʒmənt] n.管理；管理人员；管理部门；操纵；经营手段

447 manager 1 ['mænidʒə] n.经理；管理人员

4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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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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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0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451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452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453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454 Miami 1 n.迈阿密（美国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市）

455 mic 1 [maik] abbr.军界，工业界集团（Military-IndustrialComplex） n.(Mic)人名；(罗)米克

456 milli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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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7 minute 1 [ˈmɪnɪt] n.分，分钟；片刻，一会儿；备忘录，笔记；会议记录 vt.将…记录下来 adj.微小的，详细的[maɪˈnjuːt;US-
ˈnuːt;maɪˋnut]

458 mistake 1 [mi'steik] n.错误；误会；过失 vt.弄错；误解 vi.弄错；误解

459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
460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461 mortar 1 n.迫击炮；臼，研钵；灰浆 vt.用灰泥涂抹，用灰泥结合

4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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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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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4 nathaniel 1 [nə'θænjəl] n.纳撒尼尔（男子名）

465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466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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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8 needle 1 ['ni:dl] n.针；指针；刺激；针状物 vi.缝纫；做针线 vt.刺激；用针缝 n.(Needle)人名；(英)尼德尔

469 neighboring 1 ['neibəriŋ] adj.邻近的；附近的（等于neighbouring） v.与…为邻；位于附近（neighbor的ing形式）

470 neil 1 [ni:l] n.尼尔（男子名）

471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472 nex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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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3 nightmare 1 ['naitmεə] n.恶梦；梦魇般的经历 adj.可怕的；噩梦似的

474 noble 1 ['nəubl] adj.高尚的；贵族的；惰性的；宏伟的 n.贵族 vt.抓住；逮捕 n.(Noble)人名；(英、法、意)诺布尔；(西)诺夫莱；
(阿拉伯)努布莱

475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476 northeast 1 [,nɔ:θ'i:st] adj.东北的；向东北的；来自东北的 n.东北 adv.向东北；来自东北

477 nova 1 ['nəuvə] n.[天]新星 n.(Nova)人名；(意、西、塞、葡)诺娃(女名)，诺瓦；(英)诺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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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8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479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480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481 odd 1 [ɔd] adj.奇数的；古怪的；剩余的；临时的；零散的 n.奇数；怪人；奇特的事物 n.(Odd)人名；(英、西、挪、瑞典)奥德

482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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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4 officially 1 [ə'fiʃəli] adv.正式地；官方地；作为公务员

485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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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488 option 1 ['ɔpʃən] n.[计]选项；选择权；买卖的特权

489 ordering 1 ['ɔ:dəriŋ] n.订购；[计]排序；[计]定序 v.订购（order的ing形式）；命令；指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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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ornaments 1 ['ɔː nəmənts] n. 装饰物 名词ornament的复数形式.

492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4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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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overseas 1 ['əuvə'si:z] adv.在海外，海外 adj.海外的，国外的

495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496 package 1 ['pækidʒ] n.包，包裹；套装软件，[计]程序包 adj.一揽子的 vt.打包；将…包装

497 parag 1 保劳格

4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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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9 particularly 1 [pə'tikjuləli] adv.特别地，独特地；详细地，具体地；明确地，细致地

5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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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501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502 patients 1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503 payments 1 ['peɪmənts] 支付

504 pension 1 ['penʃən] n.退休金，抚恤金；津贴；膳宿费 vt.发给养老金或抚恤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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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6 perspective 1 [pə'spektiv] n.观点；远景；透视图 adj.透视的

507 pieces 1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508 pills 1 [pɪl] n. 药丸；药片 v. 服用药丸；把 ... 制成药丸；<俚>投票反对

509 pine 1 [pain] vi.渴望，痛苦；憔悴 n.[林]松树；凤梨，菠萝 vt.为…悲哀；哀悼 adj.松木的；似松的 n.(Pine)人名；(英)派因

5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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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1 pol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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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2 port 1 [pɔ:t, pəut] n.港口，口岸；（计算机的）端口；左舷；舱门 vi.转向左舷 vt.持（枪）；左转舵 n.(Port)人名；(英)波特；(法)
波尔；(德、俄、匈、捷)波尔特

513 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514 positive 1 ['pɔzətiv, -zi-] adj.积极的；[数]正的，[医][化学]阳性的；确定的，肯定的；实际的，真实的；绝对的 n.正数；[摄]正片

515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516 predict 1 [pri'dikt] vt.预报，预言；预知 vi.作出预言；作预料，作预报

517 previous 1 ['pri:vjəs] adj.以前的；早先的；过早的 adv.在先；在…以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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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9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520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521 protein 1 ['prəuti:n, -ti:in] n.蛋白质；朊 adj.蛋白质的

522 provider 1 [prəu'vaidə] n.供应者；养家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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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3 pure 1 [pjuə] adj.纯的；纯粹的；纯洁的；清白的；纯理论的 n.(Pure)人名；(俄)普雷

5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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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5 putting 1 ['putiŋ] n.投掷；（高尔夫球）打球入洞 v.放置（put的ing形式）；轻击球；使球入洞的轻击（put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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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528 quieted 1 ['kwaɪət] adj. 安静的；宁静的；平静的 n. 安静；平静；闲适 vt. 使平静；使安心 vi. 平静下来

529 quote 1 [kwəut, kəut] vt.报价；引述；举证 vi.报价；引用；引证 n.引用

530 rain 1 [rein] n.雨；下雨；雨天；雨季 vi.下雨；降雨 vt.大量地给；使大量落下 n.(Rain)人名；(法)兰；(英)雷恩；(罗、捷)赖恩

531 Randa 1 ['rændə] 有多个刃尖的牙雕工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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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ates 1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
534 rational 1 ['ræʃənəl] adj.合理的；理性的 n.有理数

535 reached 1 到达

536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5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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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8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5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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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0 records 1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541 reference 1 ['refərəns] n.参考，参照；涉及，提及；参考书目；介绍信；证明书 vi.引用 vt.引用

542 reinfection 1 [,ri:in'fekʃən] n.[医]再感染

543 reminiscent 1 [,remi'nisənt] adj.怀旧的，回忆往事的；耽于回想的 n.回忆录作者；回忆者

544 reported 1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545 reporter 1 [ri'pɔ:tə] n.记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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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7 retailer 1 ['ri:teilə] n.零售商；传播的人

548 retailers 1 ['riː teɪləz] 零售商

549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550 reviewed 1 [rɪ'vju ]ː n. 复习；回顾；检讨；评审 vt. 检阅；评论；温习；检讨 vi. 写评论

551 risking 1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
552 role 1 [rəul] n.角色；任务 n.(Ro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赤几)罗莱

5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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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4 runs 1 [rʌnz] n.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；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.

5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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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6 Sanjay 1 桑贾伊

5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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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8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559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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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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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2 Scotia 1 ['skəuʃə] n.凹形边饰

5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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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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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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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6 senior 1 ['si:njə] adj.高级的；年长的；地位较高的；年资较深的，资格较老的 n.上司；较年长者；毕业班学生 n.(Senior)人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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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英)西尼尔

567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568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569 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570 ships 1 [ʃɪps] n.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.

571 shop 1 [ʃɔp] n.商店；店铺 vt.购物 vi.购物；买东西

572 sick 1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
573 sketches 1 英 [sketʃ] 美 [skɛtʃ] n. 速写；素描；草图；概述 v. 草拟；速写；(简略地)描绘

574 sleigh 1 [slei] vi.乘雪橇；驾雪橇 vt.乘雪橇；用雪橇运输 n.雪橇 n.(Sleigh)人名；(英)斯莱

5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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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6 smarter 1 adj.聪明的；精明的（smart的比较级）

577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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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9 songs 1 ['sɒŋz] n.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.

580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581 sort 1 [sɔ:t] n.种类；方式；品质 vi.分类；协调；交往 vt.将…分类；将…排序；挑选出某物

582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583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584 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585 spruces 1 [spruːs] n. 赤松；云杉；虎尾枞属的植物 adj. 干净的；外表俏丽的 vi. 打扮 vt. 打扮自己

586 square 1 [skwεə] adj.平方的；正方形的；直角的；正直的 vt.使成方形；与…一致 vi.一致；成方形 n.平方；广场；正方形 adv.成
直角地

587 sr 1 abbr. [化]元素锶(strontium)的符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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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at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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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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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4 stopping 1 ['stɔpiŋ] n.停止；制止；填塞物 v.停止；妨碍（stop的ing形式）

595 stores 1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5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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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7 strength 1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
598 suddenly 1 ['sʌdnli] adv.突然地；忽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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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0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6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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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2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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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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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5 tenure 1 ['tenjuə, 'tenjə] n.任期；占有 vt.授予…终身职位

606 thanksgiving 1 n.感恩

607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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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9 through 1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6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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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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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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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2 touch 1 [tʌtʃ] vt.接触；触动；使轻度受害 vi.触摸；涉及；接近；提到 n.接触；触觉；格调；少许 n.(Touch)人名；(柬)杜；(英)
陶奇

613 tour 1 [tuə] n.旅游，旅行；巡回演出 vt.旅行，在……旅游；在……作巡回演出 vi.旅行，旅游；作巡回演出 n.(Tour)人名；(瑞
典)托尔；(英)图尔

6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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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5 tradition 1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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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8 transmissibility 1 [trænz,misə'biləti, træns-, trɑ:n-] n.遗传性；[机]传递率；传递性

619 transmissible 1 [trænz'misəbl, træns-, trɑ:n-] adj.能传送的；能透射的；可传达的

6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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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21 trees 1 [triː 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的复数形式

622 tremendous 1 adj.极大的，巨大的；惊人的；极好的

623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6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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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5 tweeted 1 [twiː t] n. 小鸟的啁啾声；(社交网站Twitter上的)微博 v. 小鸟鸣叫；在Twitter上发微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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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7 unloaded 1 英 [ʌn'ləʊdɪd] 美 [ʌn'loʊdɪd] adj. 卸载的 动词unloa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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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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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0 vaccinated 1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631 vaccine 1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632 variants 1 变体

633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6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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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5 wake 1 vi.醒来；唤醒；警觉 vt.叫醒；激发 n.尾迹；守夜；守丧 n.(Wake)人名；(英)韦克

636 way 1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
637 welcome 1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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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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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0 words 1 [wə:dz] n.[计]字（word的复数）；话语；言语 v.用言语表达（word的三单形式）

6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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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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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43 wrath 1 [rɔθ, ræθ, rɑ:θ] n.愤怒；激怒

6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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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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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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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7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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