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4-26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7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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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41 [in] prep.按照（表示方式）；从事于；在…之内 adv.进入；当选；（服装等）时髦；在屋里 adj.在里面的；时髦的 n.执政
者；门路；知情者 n.(In)人名；(中)演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殷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因；(日)寅(名)

4 of 3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and 3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6 for 2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7 it 22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性
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.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，表示天气、时日、距离、状态、温度等等 abbr.信息技术
informationtechnology

8 that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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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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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bu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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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s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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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this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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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h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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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macron 13 ['mækrɔn, 'mei-] n.长音符号（加于元音上） n.(Macron)人名；(法)马克龙

16 be 1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7 his 1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8 on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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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president 1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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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france 10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22 new 10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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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 9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着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25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6 at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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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people 8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8 some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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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n 7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0 French 7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
31 McCloskey 7 n.(McCloskey)人名；(英)麦克洛斯基

32 research 7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33 says 7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4 because 6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5 cnn 6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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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firs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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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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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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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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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into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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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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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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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scientists 6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44 tim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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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up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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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VR 6 abbr. 虚拟现实(=virtual reality)

47 w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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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who 6 pron.谁；什么人

49 could 5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50 election 5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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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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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Le 5 abbr.务实贸易（LaborExchange）；低爆速炸药（LowExplosive）；职业介绍所（LabourExchange） n.(Le)人名；(柬)莱；
(缅)礼；(老)勒；(俄)列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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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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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pen 5 [pen] n.钢笔；作家；围栏 vt.写；关入栏中 n.(Pen)人名；(法)庞；(俄、塞、英、意)佩恩；(柬)宾

57 s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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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wan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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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w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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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61 years 5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62 antibiotics 4 [ˌæntɪbaɪ'ɒtɪks] n. 抗生素

63 bac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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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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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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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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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eve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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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fre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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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get 4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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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medical 4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72 migh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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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mo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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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platform 4 ['plætfɔ:m] n.平台；月台，站台；坛；讲台

75 reality 4 [ri'æləti, ri:-] n.现实；实际；真实

76 really 4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77 reporter 4 [ri'pɔ:tə] n.记者

78 show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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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technology 4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80 there 4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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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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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virtual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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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4 your 4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85 actually 3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86 ago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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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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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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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bu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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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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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candidate 3 n.候选人，候补者；应试者

92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93 develop 3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94 d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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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5 down 3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96 emmanuel 3 [i'mænjuəl] n.以马内利（耶稣基督的别称）；伊曼纽尔（男子名，等于Immanuel）

97 European 3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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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go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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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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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1 hi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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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ju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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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lockdown 3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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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lecules 3 ['mɒlɪkju lːz] n. [化]分子学 名词molecule的复数形式.

106 months 3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07 onl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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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09 part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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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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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protests 3 英 ['prəʊtest] 美 ['proʊtest] n. 抗议；反对 v. 抗议；反对；申明；断言

112 recor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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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sa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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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scientific 3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
115 st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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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117 then 3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118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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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throu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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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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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tools 3 [tu lː] n. 工具，用具（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）；器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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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3 ve 3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124 victory 3 ['viktəri] n.胜利；成功；克服 n.(Victory)人名；(西)维多利；(英)维克托里

125 vote 3 [vəut] n.投票，选举；选票；得票数 vt.提议，使投票；投票决定；公认 vi.选举，投票 n.(Vote)人名；(英、法)沃特

126 way 3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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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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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130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131 won 3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32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133 able 2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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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36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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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tibiotic 2 [,æntibai'ɔtik] adj.抗生的；抗菌的 n.抗生素，抗菌素

139 bacteria 2 [bæk'tiəriə] n.[微]细菌

140 based 2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141 became 2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142 challenges 2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
143 c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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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4 com 2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
145 compared 2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146 cos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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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country 2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
乐的

148 daily 2 ['deili] adj.日常的；每日的 n.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日常地；每日；天天 n.(Daily)人名；(英)戴利

149 d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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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diesel 2 [['di:zəl] n.柴油机；柴油；（俚）健康的身体 adj.内燃机传动的；供内燃机用的 n.(Diesel)人名；(德)狄塞耳

151 difficult 2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152 discovery 2 [dis'kʌvəri] n.发现，发觉；被发现的事物

153 divisions 2 [dɪ'vɪʒnz] 分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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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dracula 2 ['drækjulə] n.吸血鬼，又叫惊情四百年（电影名）；德拉库拉（人名）

156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157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58 Europe 2 ['juərəp] n.欧洲

159 ever 2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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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fatal 2 ['feitl] adj.致命的；重大的；毁灭性的；命中注定的 n.(Fatal)人名；(葡、芬)法塔尔

162 fight 2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163 ga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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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g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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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g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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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6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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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69 hundreds 2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170 immersive 2 英 [ɪ'mɜːsɪv] 美 [ɪ'mɜ rːsɪv] adj. 使人沉醉的，拟真的，身临其境的

171 inside 2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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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itself 2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173 laboratory 2 [lə'bɔrətəri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
174 lives 2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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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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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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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me 2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180 music 2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181 nano 2 ['nænəu] n.纳；毫微 n.(Nano)人名；(英)内诺；(意、西、阿尔巴)[计量]纳诺；(日)梛野(姓)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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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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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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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offers 2 英 ['ɒfə(r)] 美 ['ɔː fər] vt. 提供；提出；（卖方）出价；贡献 vi. 提议；出现；求婚 n. 提议；出价

186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187 or 2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
188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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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path 2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
190 political 2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191 Powell 2 ['pəuəl] n.鲍威尔（英国物理学家）

192 pro 2 [prəu] adv.赞成地 n.赞成者；赞成的意见 prep.赞成 n.(Pro)人名；(意)普罗

193 promised 2 英 ['prɒmɪs] 美 ['prɑːmɪs] n. 诺言；预示；约定；(有)希望 v. 允诺；发誓；答应；有希望

194 protesters 2 n.抗议者( protester的名词复数 ); 反对者; 拒绝者; 断言者

195 Pythagoras 2 [pai'θægəræs; pi-] n.毕达哥拉斯（古希腊哲学家，数学家）

196 quicker 2 [k'wɪkər] adj. 快些的 形容词quick的比较级.

197 republic 2 [ri'pʌblik] n.共和国；共和政体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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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savings 2 ['seiviŋz] n.储蓄；存款；救助；节省物（saving的复数形式）

200 Seaford 2 n. 西福德

201 secon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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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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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sign 2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204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205 software 2 ['sɔftwεə, 'sɔ:-] n.软件

206 speaks 2 [spiː k] v. 讲；说话；演说；发言

207 steve 2 [sti:v] n.史蒂夫（男子名）

208 studying 2 ['stʌdi] n. 研究；学习；学科；书房；(绘画或文学)习作；练习曲；沉思；记忆力…的人；台词记得…的人 v. 研究；
学习；读书；仔细观察；努力

209 Sunday 2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210 tax 2 [tæks] vt.向…课税；使负重担 n.税金；重负 n.(Tax)人名；(英、匈、捷)塔克斯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211 TENS 2 十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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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214 thou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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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5 translator 2 n.译者；翻译器

216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217 vaccines 2 疫苗程序

218 voice 2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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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will 2 [wɪl] n.意志；决心；情感；遗嘱；意图；心愿 vt.决心要；遗赠；用意志力使 vi.愿意；下决心 aux.将；愿意；必须

221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22 worth 2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
223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24 yellow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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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yet 2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226 abbey 1 ['æbi] n.大修道院，大寺院；修道院中全体修士或修女 n.(Abbey)人名；(法)阿贝；(英)阿比(教名Abigail的昵称)

227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28 abstention 1 [æb'stenʃən] n.弃权；节制；戒绝

229 academic 1 [,ækə'demik] adj.学术的；理论的；学院的 n.大学生，大学教师；学者

230 access 1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
231 accessible 1 [ək'sesəbl] adj.易接近的；可进入的；可理解的

232 adapt 1 [ə'dæpt] vt.使适应；改编 vi.适应

233 address 1 vt.演说；从事；忙于；写姓名地址；向…致辞；与…说话；提出；处理 n.地址；演讲；致辞；说话的技巧；称呼

234 adopted 1 [ə'dɔptid] adj.被收养的；被采用的 v.采用；接受（ado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5 affairs 1 英 [ə'feə(r)] 美 [ə'fer] n. 私通；事件；事务；事情

236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237 affected 1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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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allow 1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
240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241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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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ambitious 1 [æm'biʃəs] adj.野心勃勃的；有雄心的；热望的；炫耀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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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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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angry 1 ['æŋgri] adj.生气的；愤怒的；狂暴的；（伤口等）发炎的

248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249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250 Archimedes 1 [,a:ki'mi:di:z] n.阿基米德（古希腊数学家、物理学家、发明家、学者）；阿基米德月面圆谷

251 Aristotle 1 ['æristɔtl] n.亚里士多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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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artwork 1 ['ɑ:twə:k] n.艺术品；插图；美术品

254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255 attempt 1 [ə'tempt] n.企图，试图；攻击 vt.企图，试图；尝试

256 author 1 ['ɔ:θə] n.作者；作家；创始人 vt.创作出版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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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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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bat 1 [bæt] n.蝙蝠；球棒；球拍；批处理文件的扩展名 vt.用球棒击球；击球率达… vi.轮到击球；用球棒击球 n.(Bat)人名；
(蒙、英)巴特

259 beat 1 [bi:t] vt.打；打败 vi.打；打败；拍打；有节奏地舒张与收缩 n.拍子；敲击；有规律的一连串敲打 adj.筋疲力尽的；疲惫不
堪的 n.(Beat)人名；(德)贝亚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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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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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bi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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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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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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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5 blunt 1 [blʌnt] adj.钝的，不锋利的；生硬的；直率的 vt.使迟钝 n.(Blunt)人名；(英)布伦特

266 bold 1 [bəuld] adj.大胆的，英勇的；黑体的；厚颜无耻的；险峻的 n.(B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罗、捷、瑞典)博尔德

267 book 1 n.书籍；卷；账簿；名册；工作簿 vt.预订；登记 n.(Book)人名；(中)卜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朝)北；(英)布克；(瑞典)博克

268 born 1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269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270 bram 1 [bræm] abbr.广播识别存取法（broadcastrecognitionaccessmethod）；蓄电池供电的随机存取存储器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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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broke 1 [brəuk] adj.一文不名的，破产的 v.打破，断掉（break的过去式） n.(Broke)人名；(英)布罗克

273 bugs 1 [bʌgz] adj.发疯的，疯狂的 n.(Bugs)人名；(德)布格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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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276 camel 1 ['kæməl] n.[畜牧][脊椎]骆驼；打捞浮筒；工作作风官僚 adj.驼色的；暗棕色的 vi.工作刻板平庸 n.(Camel)人名；(法)卡梅
尔；(阿拉伯)卡迈勒

277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278 caper 1 ['keipə] vi.雀跃 n.跳跃，雀跃；刺山柑花蕾；不法活动 n.(Caper)人名；(英)卡珀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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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281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282 celebrated 1 ['selibreitid] adj.著名的；有名望的 v.庆祝（celeb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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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certainly 1 ['sə:tənli] adv.当然；行（用于回答）；必定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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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charity 1 ['tʃærəti] n.慈善；施舍；慈善团体；宽容；施舍物

287 cheap 1 [tʃi:p] adj.便宜的；小气的；不值钱的 adv.便宜地

288 chief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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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
除；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290 clinical 1 ['klinikəl] adj.临床的；诊所的

291 clip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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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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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commemorate 1 [kə'meməreit] vt.庆祝，纪念；成为…的纪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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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296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297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298 competitors 1 [kəm'petɪtəz] 竞争对手

299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300 computers 1 [kəm'pju tːəz] n.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.

301 concept 1 ['kɔnsept] n.观念，概念

302 conduct 1 ['kɔndʌkt, kən'dʌkt] vi.导电；带领 vt.管理；引导；表现 n.进行；行为；实施

303 continuation 1 [kən,tinju'eiʃən] n.继续；续集；延长；附加部分；扩建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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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
306 counting 1 ['kaʊntɪŋ] n. 计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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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crazy 1 ['kreizi] adj.疯狂的；狂热的，着迷的

309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310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311 criticized 1 ['krɪtɪsaɪz] v. 批评；挑剔；评论；非难；吹毛求疵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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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314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315 dawn 1 [dɔ:n] n.黎明；开端 vt.破晓；出现；被领悟 n.(Dawn)人名；(西)道恩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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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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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declared 1 [di'klεəd] adj.公然的；公开宣布的

320 defenses 1 [dɪ'fens] n. 防卫；防卫物；辩护 vt. 防守

321 del 1 [del] n.删除文件；[数]倒三角形 n.(Del)人名；(匈)戴尔；(柬)德

322 Delaware 1 ['deləwɛə] n.特拉华州（位于美国东部）

323 demand 1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
324 democratizing 1 英 [dɪ'mɒkrətaɪz] 美 [dɪ'mɑːkrətaɪz] vt. 使民主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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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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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7 despite 1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
328 destruction 1 [di'strʌkʃən] n.破坏，毁灭；摧毁

329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330 diego 1 n.迭戈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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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dimensions 1 [dɪ'menʃnz] n. 面积；大小；容积

333 diplomatic 1 [,diplə'mætik] adj.外交的；外交上的；老练的

334 direct 1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关系

335 direction 1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
336 directly 1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337 disagreed 1 [ˌdɪsə'ɡriː ] v. 不同意；不一致；有分歧；不适应；不适宜

338 discovered 1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
339 disorder 1 [dis'ɔ:də] n.混乱；骚乱 vt.使失调；扰乱

340 disruptive 1 [dis'rʌptiv] adj.破坏的；分裂性的；制造混乱的

341 distinctive 1 [dis'tiŋktiv] adj.有特色的，与众不同的

342 do 1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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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dog 1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
344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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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doubled 1 ['dʌbld] adj. 两倍的；快步走的；加倍努力的 动词doub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47 drawbacks 1 [d'rɔː bæks] 弊端

348 dressed 1 ['dresid] adj.穿好衣服的；打扮好的；去内脏及分割加工好的（特指动物，如鱼，禽类等） v.装饰；给…穿衣；布置
（dress的过去分词）

349 drinks 1 [drɪŋks] n. 饮料 名词drink的复数形式.

350 drivers 1 [d'raɪvəz] n. 驱动器；驱动程序；司机 名词driver的复数形式.

351 drug 1 [drʌg] n.药；毒品；麻醉药；滞销货 vt.使服麻醉药；使服毒品；掺麻醉药于 vi.吸毒 n.(Drug)人名；(罗)德鲁格

352 drugs 1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
353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354 earliest 1 英 ['ɜ lːiɪst] 美 ['ɜ rːliɪst] n. 最早 adj. 最早的

355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356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357 elected 1 v.（进行）选举(el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推举； 选择；决定（做某事）

358 elections 1 n. 选举，选举制；投票（election的复数形式）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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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elects 1 [ɪ'lekt] v. 选举；选择 adj. 精选的；当选的；[神学]被上帝选中的 n. 被选中者；[神学]上帝的选民

361 emails 1 ['iː meɪlz] 邮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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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engineer 1 [,endʒi'niə] n.工程师；工兵；火车司机 vt.设计；策划；精明地处理 vi.设计；建造

364 engineering 1 [,endʒi'niəriŋ] n.工程，工程学 v.设计；管理（engineer的ing形式）；建造

365 entry 1 ['entri] n.进入；入口；条目；登记；报关手续；对土地的侵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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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erupted 1 [ɪ'rʌpt] v. 爆发；喷发；发疹

368 eventually 1 [i'ventʃuəli] adv.最后，终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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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
371 excellent 1 ['eksələnt] adj.卓越的；极好的；杰出的

372 expensive 1 [ik'spensiv] adj.昂贵的；花钱的

373 experimental 1 [ek,speri'mentəl, ek's-] adj.实验的；根据实验的；试验性的

374 exploring 1 [ɪks'plɔː rɪŋ] n. 探索；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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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extraordinary 1 adj.非凡的；特别的；离奇的；特派的

377 ey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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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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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9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380 faded 1 ['feɪdɪd] adj. 已褪色的；已凋谢的 动词fa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81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382 featured 1 ['fi:tʃəd] adj.特定的；被作为特色的；有…的面貌特征的 v.使…有特色；起重要作用（feature的过去分词）
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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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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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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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6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387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3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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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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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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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1 founder 1 ['faundə] vi.失败；沉没；倒塌；变跛 vt.破坏；使摔倒；垮掉 n.创始人；建立者；翻沙工

392 fresh 1 [freʃ] adj.新鲜的；清新的；淡水的；无经验的 n.开始；新生；泛滥 adv.刚刚，才；最新地

393 friendly 1 ['frendli] adj.友好的；亲切的；支持的；融洽的，和睦的 adv.友善地；温和地 n.(Friendly)人名；(英)弗兰德利

3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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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gain 1 [gein] n.增加；利润；收获 vt.获得；增加；赚到 vi.增加；获利 n.(Gain)人名；(英、匈、法)盖恩

396 gains 1 ['ɡeɪnz] n. 收益 名词gain的复数形式.

397 gamer 1 ['geimə] n.玩家，博弈者 n.(Gamer)人名；(英)盖默；(德)加默尔；(法)加梅

398 gaming 1 ['geimiŋ] n.赌博；赌胜负

399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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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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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governing 1 ['gʌvəniŋ] adj.有统治、控制或治理权力的 v.统治（govern的ing形式）；支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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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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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Greek 1 [gri:k] n.希腊语；希腊人 adj.希腊的；希腊人的，希腊语的

407 grew 1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
408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409 hair 1 [hεə] n.头发；毛发；些微 vt.除去…的毛发 vi.生长毛发；形成毛状纤维 adj.毛发的；护理毛发的；用毛发制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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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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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414 headsets 1 n.戴在头上的耳机或听筒( headset的名词复数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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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6 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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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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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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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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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21 hurdles 1 英 ['hɜːdl] 美 ['hɜ rːdl] n. 栏干；障碍 [计算机] 障碍. vt. 跨越某物

422 ideas 1 观念

423 immediately 1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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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5 improvements 1 [ɪmp'ruːvmənts] 改进

426 inbox 1 英 ['ɪnbɒks] 美 ['ɪnbɑːks] n. 收件箱

427 infections 1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428 inherently 1 [in'hiərəntli] adv.内在地；固有地；天性地

429 insights 1 n. 洞察力；眼力；深刻见解（insight的复数）

430 inspired 1 [in'spaiəd] adj.有灵感的；官方授意的 v.激发（inspire的过去分词）；鼓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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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1 instructors 1 [ɪnst'rʌktəz] 辅导员

432 intensive 1 [in'tensiv] adj.加强的；集中的；透彻的；加强语气的 n.加强器

433 interacting 1 [ɪntə'ræktɪŋ] n. 相互影响 动词interac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34 interesting 1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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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6 invaded 1 [ɪn'veɪd] v. 侵略；拥入；侵害；侵扰

437 investment 1 [in'vestmənt] n.投资；投入；封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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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9 jabbed 1 [dʒæb] v. 刺；戳；猛击 n. 戳；刺；猛击 <口>注射

440 Jerome 1 ['dʒerəm; ,dʒə'rəum] n.杰罗姆（男子名）

441 joining 1 ['dʒɔiniŋ] n.连接；接缝；连接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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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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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4 kingdom 1 ['kiŋdəm] n.王国；界；领域 n.(Kingdom)人名；(英)金德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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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6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447 laboratories 1 英 [lə'bɒrətri] 美 ['læbrətɔː ri] n. 实验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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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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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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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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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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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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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4 link 1 [liŋk] n.[计]链环，环节；联系，关系 vt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，结合 vi.连接起来；联系在一起；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.
(Li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塞、捷、匈、瑞典)林克

455 listen 1 ['lisən] vi.听，倾听；听从，听信 n.听，倾听

4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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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7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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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9 loiseau 1 卢瓦索

4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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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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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2 longest 1 ['lɔŋgist, 'lɔ:ŋ-] adj.最长的 n.(Longest)人名；(英)朗格斯特

463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464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465 loud 1 [laud] adj.大声的，高声的；不断的；喧吵的 adv.大声地，高声地，响亮地 n.(Loud)人名；(英)劳德

466 mandating 1 ['mændeɪt] n. 命令；指令；要求；授权 v. 把(某一地区)置于委任管理下

467 marine 1 [mə'ri:n] adj.船舶的；海生的；海产的；航海的，海运的 n.海运业；舰队；水兵；（海军）士兵或军官 n.(Marine)人
名；(西)马里内；(英)马林

468 marked 1 [mɑ:kt] adj.显著的；有记号的 v.表示（mark的过去分词）；作记号；打分数

469 market 1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
470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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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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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473 medications 1 [medɪ'keɪʃnz] 药物

474 medicines 1 ['medsnz] 药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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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5 millennia 1 [mi'leniə, niə] n.千年期（millennium的复数）；一千年；千年庆典；太平盛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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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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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8 minister 1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479 minority 1 n.少数民族；少数派；未成年

480 mired 1 英 ['maɪəd] 美 ['maɪərd] adj. 陷入的 动词m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81 molecular 1 [məu'lekjulə] adj.[化学]分子的；由分子组成的

482 molecule 1 ['mɔlikjul] n.[化学]分子；微小颗粒，微粒

483 moments 1 英 ['məʊmənt] 美 ['moʊmənt] n. 片刻 名词moment的复数形式.

484 motion 1 n.动作；移动；手势；请求；意向；议案 vi.运动；打手势 vt.运动；向…打手势

485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486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487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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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9 natalie 1 ['nætli] n.纳塔利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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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492 neck 1 [nek] n.脖子；衣领；海峡 vi.搂著脖子亲吻；变狭窄 vt.使变细；与…搂著脖子亲吻 n.(Neck)人名；(德、意、英)内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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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95 neglected 1 [ni'glektid] adj.被忽视的；未被好好照管的 v.忽视；疏忽（neglect的过去分词）

496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497 newly 1 ['nju:li] adv.最近；重新；以新的方式

498 newsletter 1 ['nju:z,letə] n.时事通讯

499 novel 1 ['nɔvəl] adj.新奇的；异常的 n.小说 n.(Novel)人名；(法、西、英)诺韦尔

5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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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1 odds 1 [ɔdz] n.几率；胜算；不平等；差别

502 offic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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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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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4 oh 1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
505 okay 1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v.可以；对；很好地 adj.可以；对；不错 n.同意，批准 int.好；行

506 onwards 1 ['ɔnwədz] adv.向前；在前面

507 ope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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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8 opinions 1 n.意见；评价（opinion的复数）；舆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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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0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511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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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3 otherwise 1 adv.否则；另外；在其他方面 adj.另外的；其他方面的；原本，本来 conj.其他；如果不；然后

514 outcome 1 ['autkʌm] n.结果，结局；成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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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6 overnight 1 [,əuvə'nait, 'əuvənait] adv.通宵；突然；昨晚 adj.晚上的；通宵的；前夜的 n.头天晚上；一夜的逗留 vt.连夜快递 vi.过一
夜

5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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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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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9 parliamentary 1 [,pɑ:lə'mentəri] adj.议会的；国会的；议会制度的

520 particularly 1 [pə'tikjuləli] adv.特别地，独特地；详细地，具体地；明确地，细致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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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1 passes 1 ['paː sɪz] n. 途径；通行 名词pass的复数形式.

5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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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3 patient 1 adj.有耐心的，能容忍的 n.病人；患者 n.(Patient)人名；(法)帕蒂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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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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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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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7 Plato 1 ['pleitəu] n.柏拉图（古希腊哲学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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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9 please 1 [pli:z] vt.使喜欢；使高兴，使满意 vi.讨人喜欢；令人高兴 int.请（礼貌用语）

530 plus 1 [plʌs] n.正号，加号；好处；附加额 adj.正的；附加的 prep.加，加上 n.(Plus)人名；(德)普卢斯

531 poor 1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532 poorer 1 英 [pʊə(r)] 美 [pʊr] adj. 可怜的；贫穷的；低劣的 n. 穷人

5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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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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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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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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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7 presidency 1 ['prezidənsi] n.总统（或董事长、会长、大学校长等）的职位（任期）；管辖；支配

538 prices 1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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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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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1 protest 1 [prəu'test, 'prəu-] vi.抗议；断言 vt.抗议；断言 n.抗议 adj.表示抗议的；抗议性的

542 public 1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543 puns 1 [pʌn] n. 双关语 vt. 说双关语

5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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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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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46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547 rachel 1 ['reitʃəl] n.雷切尔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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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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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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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1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552 recorded 1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
553 refined 1 [ri'faind] adj.[油气][化工][冶]精炼的；精确的；微妙的；有教养的

5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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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5 remain 1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
556 remembered 1 英 [rɪ'membə(r)] 美 [rɪ'membər] v. 记得；想起；记住，铭记；回忆；提及

557 renaissance 1 [ri'neisns] n.新生；再生；复活

558 report 1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559 request 1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
560 resistance 1 [ri'zistəns] n.阻力；电阻；抵抗；反抗；抵抗力

561 respond 1 [ri'spɔnd] vi.回答；作出反应；承担责任 vt.以…回答 n.应答；唱和

562 response 1 [ri'spɔns] n.响应；反应；回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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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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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5 rising 1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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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；(英)赖辛

566 rode 1 [rəud] v.骑（ride的过去式） n.(Rode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俄、塞、瑞典)罗德

567 Rodrigues 1 [rəu'dri:gəs] n.罗得里格斯岛（毛里求斯岛屿，位于西印度洋马斯克林群岛东部）；罗德古斯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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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9 rollout 1 ['rəulaut] n.首次展示；[航]滑跑（飞机着陆时在跑道上滑跑减速的阶段）

570 Ruins 1 n.遗迹（ruin的复数形式）；废墟 v.毁灭（ruin的三单形式）

5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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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2 rural 1 ['ruərəl] adj.农村的，乡下的；田园的，有乡村风味的

5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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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4 Russia 1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575 San 1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
576 saving 1 ['seiviŋ] n.节约；挽救；存款 adj.节约的；挽救的；补偿的；保留的 prep.考虑到；除...之外 n.(Saving)人名；(瑞典)萨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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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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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9 scroll 1 [skrəul] n.卷轴，画卷；名册；卷形物 vi.成卷形 vt.使成卷形

580 search 1 [sə:tʃ] vi.搜寻；调查；探求 vt.搜索；搜寻；调查；搜查；探求 n.搜寻；探究，查究 n.(Search)人名；(英)瑟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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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2 sees 1 abbr.扩展企业应用套件（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）

583 selling 1 ['seliŋ] n.销售；出售 v.出售（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(Selling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塞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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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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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6 shout 1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
587 shutting 1 ['ʃʌtɪŋ] n. 关闭；封锁；停业 动词shu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588 sickness 1 ['siknis] n.疾病；呕吐；弊病

5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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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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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1 sink 1 [siŋk] vi.下沉；消沉；渗透 vt.使下沉；挖掘；使低落 n.水槽；洗涤槽；污水坑 n.(Sink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辛克

592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593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594 skyrocketed 1 英 ['skaɪrɒkɪt] 美 ['skaɪrɑːkɪt] n. 冲天火箭（烟火） vt. 使 ... 上升； 发射 vi. 陡升； 猛涨

595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596 smooth 1 [smu:ð] adj.顺利的；光滑的；平稳的 vt.使光滑；消除（障碍等）；使优雅；缓和 n.平滑部分；一块平地 vi.变平静；
变平滑 adv.光滑地；平稳地；流畅地

597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598 sparked 1 英 [spɑːk] 美 [spɑ rːk] vi. 闪烁；冒火花；热情回应 vt. 激发；引起；向...求爱 n. 火星；朝气；情人；俗丽的年轻人

599 speech 1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
6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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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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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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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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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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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5 startup 1 英 ['stɑ tːʌp] 美 ['stɑ tː'ʌp] n. 开动；出发

606 staunchly 1 [stɔː ntʃ] adj. 坚定的；坚固的；忠实可信的；不漏水的 vt. 止住；止血 =stanch.

607 stoked 1 [stəukt] adj.振奋的 v.烧火（sto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08 stoker 1 ['stəukə] n.司炉；自动添煤装置 n.(Stoker)人名；(英)斯托克

609 storms 1 英 [stɔː m] 美 [stɔː rm] n. 暴风雨 v. 起风暴；猛攻；暴怒；捣毁

610 straw 1 [strɔ:] n.稻草；吸管；一文不值的东西 adj.稻草的；无价值的 n.(Straw)人名；(英)斯特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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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1 streets 1 [st'riː ts] 街道

612 strictest 1 [strɪkt] adj. 严格的；精确的；完全的

613 struck 1 adj.受罢工影响的 v.罢工，打击，撞击（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truck)人名；(英)斯特拉克；(瑞典)斯特鲁克；
(德)施特鲁克

614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615 style 1 [stail] n.风格；时尚；类型；字体 vt.设计；称呼；使合潮流 vi.设计式样；用刻刀作装饰画 n.(Style)人名；(英)斯泰尔

616 styled 1 [staɪl] n. 文体；风格；式样；时尚；类型

617 submit 1 [səb'mit] vt.使服从；主张；呈递 vi.提交；服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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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9 tackling 1 ['tækliŋ] n.装备，用具；扭住 v.处理；抓住（tackle的现在分词）

620 teachers 1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621 teeth 1 [ti:θ] n.牙齿

6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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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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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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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5 than 1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626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627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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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9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630 tooth 1 [tu:θ] n.牙齿 vt.给……装齿 vi.啮合 n.(Tooth)人名；(英)图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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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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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3 translate 1 vt.翻译；转化；解释；转变为；调动 vi.翻译

6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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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5 trial 1 ['traiəl] n.试验；审讯；努力；磨炼 adj.试验的；审讯的 n.(Trial)人名；(法)特里亚尔

636 tried 1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
637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638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
6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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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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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1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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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3 turns 1 ['tɜːnz] n.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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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5 uk 1 [ˌju 'ːkeɪ] abbr. 英国(=United Kingdom)

646 Ukraine 1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647 unexpected 1 [,ʌnik'spektid] adj.意外的，想不到的

6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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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9 unit 1 ['ju:nit] n.单位，单元；装置；[军]部队；部件

650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651 upcoming 1 ['ʌp,kʌmiŋ] adj.即将来临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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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3 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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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4 user 1 ['ju:zə] n.用户 n.使用者 n.(User)人名；(土)乌塞尔

655 users 1 ['juːzəs] n.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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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56 vaccinations 1 接种

657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658 vamp 1 [væmp] vt.修补；拼凑 vi.即席伴奏 n.鞋面；荡妇

659 vampires 1 n. 吸血鬼；榨取别人钱财者；勾引男子的荡妇；吸血蝠（vampire的复数）

660 vehicle 1 ['viː ɪk(ə)l] n.[车辆]车辆；工具；交通工具；运载工具；传播媒介；媒介物

661 version 1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6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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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3 vest 1 [vest] n.背心；汗衫 vt.授予；使穿衣 vi.归属；穿衣服 n.(Vest)人名；(英)维斯特；(匈)韦什特

664 vests 1 [vest] n. 背心；内衣；汗衫；马甲 vt. 授予；使穿衣 vi. 穿衣服；(权力、财产等)归于

665 vide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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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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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7 visited 1 v.拜访，访问（visit的过去式）

668 vocal 1 adj.歌唱的；声音的，有声的 adj.直言不讳的 n.声乐作品；元音 n.Vocal)人名；(西)博卡尔

669 voters 1 ['vəʊtəz] 选民

6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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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71 war 1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672 wasn 1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
673 wave 1 [weiv] vi.波动；起伏；挥手示意；摇动；呈波形 vt.卷（烫）发；向…挥手示意；使成波浪形 n.波动；波浪；高潮；挥手
示意；卷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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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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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6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677 Whitby 1 惠特比

678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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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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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81 worse 1 [wə:s, 'wə:s] adj.更坏的；更差的；更恶劣的（bad的比较级）；（病情）更重的（ill的比较级） adv.更糟；更坏；更恶劣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682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683 yeah 1 [jεə] adv.是 int.是

684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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