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4-27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8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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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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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counts 4 [ə'kaʊnts] n. 帐目；叙述；账户；客户，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.

5 accused 1 [ə'kju:zd] n.被告 adj.被控告的 v.指责；控告（accus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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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8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9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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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dhere 1 [əd'hiə] vi.坚持；依附；粘着；追随 vt.使粘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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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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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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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greed 1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17 agreement 1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18 ahe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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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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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lgorithm 1 ['ælgəriðəm] n.[计][数]算法，运算法则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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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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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maz 1 Amazonas (Brazilian-state) 亚马逊--巴西的州名

25 amazon 5 ['æməzɔn] 亚马逊；古希腊女战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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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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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ncient 1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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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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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noth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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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34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35 appearing 1 [ə'piəriŋ] n.[印刷]版面高度 v.出现，显得（appear的ing形式）

36 applause 1 [ə'plɔ:z] n.欢呼，喝采；鼓掌欢迎

37 apple 1 n.苹果，苹果树，苹果似的东西；[美俚]炸弹，手榴弹，（棒球的）球；[美俚]人，家伙。

38 approaches 1 英 [ə'prəʊtʃ] 美 [ə'proʊtʃ] v. 靠近；接近；接洽；要求；达到；动手处理 n. 途径；方法；接近；接洽；要求；路径；
进场着陆；相似的事物

39 approving 1 [ə'pru:viŋ] adj.赞成的，满意的 v.批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；赞成

40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41 are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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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Arlington 2 ['ɑ:liŋtən] n.阿林顿（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城市）；阿林顿国家公墓（NationalCemetery，在弗吉尼亚州）

43 around 4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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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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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asked 2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46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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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uthentication 1 [ɔ:,θenti'keiʃən] n.证明；鉴定；证实

48 authorized 1 ['ɔ:θəraizd] adj.经授权的；经认可的 v.授权；批准；辩护（authorize的过去分词）

49 average 3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50 aye 2 [ai] n.赞成票；投赞成票者 adv.赞成 n.(Aye)人名；(尼日利)艾耶；(法)阿耶；(缅)埃

51 babel 1 ['beibəl] n.巴别塔；巴比伦式的城市

52 back 1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后
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53 Bangladesh 1 [,ba:ŋglə'deʃ] n.孟加拉国（亚洲国家）

54 bans 1 n.禁令（ban的复数）；结婚预告（等于banns） n.（Bans）人名；（西）班斯；（法）邦斯

55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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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58 bedazzled 1 [bɪ'dæzl] v. 使眩惑；使困惑

59 been 5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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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begin 4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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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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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Benioff 1 n. 贝尼奥夫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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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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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bezos 1 n. 贝索斯

68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69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70 billion 3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71 billionaire 3 [,biljə'nεə] n.亿万富翁

72 billionaires 1 n.亿万富翁( billionaire的名词复数 )

73 billions 1 ['bɪljənz] n.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.

74 blip 1 [blip] n.（在雷达屏幕显示出的）物体光点

75 board 2 [bɔ:d] n.董事会；木板；甲板；膳食 vt.上（飞机、车、船等）；用板盖上；给提供膳宿 vi.寄宿 n.(Board)人名；(英、西)
博德

76 bolstering 1 ['bəulstəriŋ] n.支持；支撑 v.支撑；鼓励；增强（bolster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77 bots 1 [bɔts] n.蝇蛆病；[兽医]马胃蝇蛆；只借不还的人（bot的复数） v.只想借不想还（bo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Bots)人
名；(匈)博茨

78 bought 3 [bɔ:t] v.买（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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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brand 1 [brænd] vt.铭刻于，铭记；打烙印于；印…商标于 n.商标，牌子；烙印 n.(Br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西、意、罗、葡、
捷、芬、瑞典、匈)布兰德；(法)布朗

81 brands 1 [brænd] n. 烙印；商标；牌子；标记 vt. 加污名于；铭记；打烙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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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bread 1 [bred] n.面包；生计 vt.在…上洒面包屑

84 breadbasket 1 ['bred,bɑ:skit] n.胃；面包篮；产粮地区；大型空投炸弹

85 Brian 3 ['braiən] n.布莱恩（男子名）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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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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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brings 1 [brɪŋz] v. 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劝诱（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88 build 2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89 building 2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90 built 2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91 business 3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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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businessman 1 ['biznismæn] n.商人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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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bu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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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buying 2 n.买进 v.购买；获得；收买（buy的ing形式）

97 buys 1 [baɪ] vt. 购买；买；获得；收买；<俚>相信 vi. 买 n. 购买；便宜货

98 buzz 1 vt.使嗡嗡叫；暗中散布 vi.作嗡嗡声；东奔西忙 n.嗡嗡声 n.网络口碑（消费者或网民对于品牌、产品等广告主在乎的事情
在网上发出的各种声音） n.(Buzz)人名；(英)巴兹

99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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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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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02 campaigns 1 [kæm'peɪn] n. 运动；战役；活动；竞选运动 v. 参加竞选；从事运动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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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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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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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catching 1 ['kætʃiŋ] adj.传染性的；有魅力的 v.抓住（catch的ing形式）

108 censor 1 vt.审查，检查；检查和删节 n.检查员；[心理]潜意识压抑力；信件检查员

109 censoring 2 v.审查；检查；修改；删掉（censor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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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CEO 4 abbr.首席执行官；执行总裁（chiefexecutiveofficer）

112 cereal 1 ['siəriəl] n.谷类，谷物；谷类食品；谷类植物 adj.谷类的；谷类制成的

113 chair 1 [tʃεə] n.椅子；讲座；（会议的）主席位；大学教授的职位 vt.担任（会议的）主席；使…入座；使就任要职 n.(Chair)人
名；(法)谢尔

114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115 characters 3 英 ['kærɪktəz] 美 ['kærɪktɚz] n. 人物；角色；特性；字符 名词character的复数形式.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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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Christine 1 ['kristi:n] n.克莉丝汀（女子名）

118 clearer 1 ['kliərə] n.[助剂]澄清剂；清洁器 adj.更清楚的

119 climbed 1 [klaɪm] v. 攀登；爬；上升 n. 爬；攀爬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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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cnbc 1 abbr. 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（=Consumer News and Business Channel 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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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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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4 code 1 [kəud] n.代码，密码；编码；法典 vt.编码；制成法典 vi.指定遗传密码 n.(Code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科德

125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126 commenter 1 n.批评家；评论家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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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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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companies 3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130 company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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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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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132 comparing 1 [kəm'peərɪŋ] n. 比较 动词compare的现在分词.

133 complaints 1 [kəm'pleɪnts] n. 主诉，控诉，控告；疾病（名词complaint的复数形式）

134 complications 1 英 [ˌkɒmplɪ'keɪʃəns] 美 [ˌkɑmplɪ'keʃəns] n. 复杂；混乱；[医学]并发症 名词complication的复数形式.

135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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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confluence 1 ['kɔnfluəns] n.（河流的）汇合、汇流点；（人或物的）聚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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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conservative 2 [kən'sə:vətiv] adj.保守的 n.保守派，守旧者

140 conservatives 2 [kən'sɜːvətɪvz] 守旧派

141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
142 conspiracy 1 [kən'spirəsi] n.阴谋；共谋；阴谋集团

143 constantly 1 ['kɔnstəntli] adv.不断地；时常地

144 consumer 2 [kən'sju:mə] n.消费者；用户，顾客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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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controversial 1 [,kɔntrə'və:ʃəl] adj.有争议的；有争论的

147 conversations 1 n. 会话（conversation的复数）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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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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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corn 1 [kɔ:n] n.（美）玉米；（英）谷物；[皮肤]鸡眼 vt.腌；使成颗粒 n.(Corn)人名；(英、法、瑞典)科恩

151 correspondent 3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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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could 6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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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county 2 ['kaunti] n.郡，县

156 course 1 n.科目；课程；过程；进程；道路；路线，航向；一道菜 vt.追赶；跑过 vi.指引航线；快跑

157 coverage 1 n.覆盖，覆盖范围；新闻报道

158 cracks 1 [kræk] v. 破裂；砸开；发出爆裂声；撞击；破解；变嘶哑；崩溃；制裁；<非正式>开玩笑 n. 裂缝；裂痕；爆裂声；猛
击；尝试；俏皮话 adj. 训练有素的

159 cream 1 [kri:m] n.奶油，乳脂；精华；面霜；乳酪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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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cristol 1 n. 克里斯托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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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critics 3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64 crude 1 [kru:d] adj.粗糙的；天然的，未加工的；粗鲁的 n.原油；天然的物质

165 curb 1 [kə:b] n.抑制；路边；勒马绳 vt.控制；勒住

166 curtailed 1 英 [kɜ 'ːteɪl] 美 [kɜ rː'teɪl] v. 缩减；削减；截短

167 cyber 2 ['saɪbə] pref. 电脑的；网络的

168 cybersecurity 1 n. 网络安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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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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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172 dea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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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deals 1 [diː l] n. 协定；交易；大量 v. 应付；分配；处理；交易；经营

174 decade 1 ['dekeid] n.十年，十年期；十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175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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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default 1 [di'fɔ:lt] vi.拖欠；不履行；不到场 n.违约；缺席；缺乏；系统默认值 vt.不履行；不参加（比赛等）；对…处以缺席裁
判

178 democracies 1 英 [dɪ'mɒkrəsi] 美 [dɪ'mɑːkrəsi] n. 民主国家；民主；民主制

179 denied 1 [dɪ'naɪəd] adj. 被否认的；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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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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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2 designers 1 [dɪ'zaɪnəz] 设计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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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disguise 1 [dis'gaiz] vt.掩饰；假装；隐瞒 n.伪装；假装；用作伪装的东西

185 disinformation 1 [,disinfə'meiʃən] n.故意的假情报；虚假信息

186 disruptions 1 n.中断( disruption的名词复数 ); 分裂; 瓦解; 破坏

187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88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89 dollar 1 ['dɔlə] n.美元 n.(Dollar)人名；(英)多拉尔

190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91 d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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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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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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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d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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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drawbacks 1 [d'rɔː bæks] 弊端

196 driven 1 adj.被动的，受到驱策的；有紧迫感的；（人）发愤图强的 v.驾驶，开车（drive的过去分词）

197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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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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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201 eccentric 1 [ik'sentrik] adj.古怪的，反常的 n.古怪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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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Egypt 1 ['i:dʒipt] n.埃及（非洲国家）

204 elon 4 [ɪ'lɒn] 埃伦(可溶性显影剂粉末)

205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206 emoji 2 n. 表情符号（绘文字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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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engaging 1 [in'geidʒiŋ] adj.迷人的 v.参加（engage的ing形式）；保证；雇用

209 enormous 1 [i'nɔ:məs] adj.庞大的，巨大的；凶暴的，极恶的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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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212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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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ever 4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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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exact 1 adj.准确的，精密的；精确的 vt.要求；强求；急需 vi.勒索钱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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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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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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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expecting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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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exporter 1 [ik'spɔ:tə] n.出口商；输出国

223 exports 2 ['ekspɔː rts] n. 出口货；输出额 名词export的复数形式.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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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f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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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factor 1 ['fæktə] n.因素；要素；[物]因数；代理人 vi.做代理商 vt.把…作为因素计入；代理经营；把…分解成 n.(Factor)人名；
(英)法克特

227 failing 1 ['feiliŋ] n.失败；缺点，过失；弱点 prep.如果没有… adj.失败的 v.失败；不及格（fail的ing形式） n.(Failing)人名；(英)费
林

228 favor 1 vt.较喜欢；像；优惠，偏袒；有利于；赐予；证实 n.帮助；赞同；偏爱，喜爱

229 fears 1 英 [fɪə(r)] 美 [fɪr] n. 担心；害怕；恐惧；【中药学】相畏 v. 害怕；担心；恐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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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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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figured 1 ['figəd] adj.华丽的；有形状的；用图画表现的；有图案的 v.以图画或图表描绘；设想（figu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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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fingerprint 2 ['fiŋgəprint] n.指纹；手印 vt.采指纹

236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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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flamboyant 1 ['flæm'bɔiənt] adj.艳丽的；火焰似的；炫耀的 n.凤凰木

238 flattering 1 ['flætəriŋ] adj.奉承的；谄媚的

239 followers 1 英 ['fɔː ləʊəz] 美 ['fɔː loʊəz] n. 追随者 名词follower的复数形式.

240 food 7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241 for 1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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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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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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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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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6 found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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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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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49 fuel 2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
250 functioned 1 ['fʌŋkʃn] n. 职务；功能；函数；重大聚会；应变量，有相关关系者；取决于 vi. 运行；起作用

251 fung 2 中国姓氏冯、凤、封的音译

252 futures 1 [f'ju tːʃəz] n. 期货 名词future的复数形式.

253 gallon 1 ['gælən] n.加仑（容量单位） n.(Gallon)人名；(法、意、瑞典)加隆

254 gas 1 [gæs] n.气体；[矿业]瓦斯；汽油；毒气 vt.加油；毒（死） vi.加油；放出气体；空谈 n.(Ga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加斯

255 gasoline 1 ['gæsəli:n] n.汽油

256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257 generating 1 ['dʒenəreɪtɪŋ] n. 产生；发生 动词generate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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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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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giant 1 ['dʒaiənt] n.巨人；伟人；[动]巨大的动物 adj.巨大的；巨人般的

262 given 2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263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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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4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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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go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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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Gonzalez 1 冈萨雷斯（人名）

268 google 1 [gu:gl] 谷歌；谷歌搜索引擎

269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270 governs 1 英 ['ɡʌvn] 美 ['ɡʌvərn] v. 统治；支配；管理；规定；控制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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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green 1 [gri:n] adj.绿色的；青春的 n.绿色；青春 vt.使…变绿色 vi.变绿色 n.(Green)人名；(英、意)格林；(瑞典、芬)格伦

273 greenery 1 ['gri:nəri] n.绿色植物；温室

274 grocery 1 ['grəusəri] n.食品杂货店 食品杂货

275 growing 2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276 grown 1 [grəun] adj.长大的；成年的；长满某物的 v.生长；变成；栽培（grow的过去分词）

277 guess 1 [ges] vt.猜测；认为；推测；猜中 vi.猜；推测；猜中 n.猜测；推测 n.(Guess)人名；(英)格斯；(德)居斯

278 gyration 1 [,dʒaiə'reiʃən] n.旋转，[力]回转；螺层

279 hackers 1 ['hækərz] 黑客

280 hang 1 ['hæŋ] vt.悬挂，垂下；装饰；绞死；使悬而未决 vi.悬着，垂下；被绞死；悬而不决 n.悬挂；暂停，中止 n.(Hang)人名；
(罗)汉格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康；(老)汉；(柬)韩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杭

281 harassment 1 ['hærəsmənt, hə'ræsmənt] n.骚扰；烦恼

282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283 has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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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hate 1 [heit] vt.憎恨；厌恶；遗憾 vi.仇恨 n.憎恨；反感 n.(Hate)人名；(法)阿特

285 have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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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having 3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287 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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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headquarters 2 [,hed'kwɔ:təz] n.总部；指挥部；司令部

289 heads 1 [hedz] adj.正面朝上的 n.(Heads)人名；(英)黑兹

290 height 1 [hait] n.高地；高度；身高；顶点

291 helix 4 ['hi:liks] n.螺旋，螺旋状物；[解剖]耳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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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high 2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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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highs 1 ['haɪz] n. 高频分量(高处)

296 hike 2 [haik] vi.远足；徒步旅行；上升 vt.提高；拉起；使…高涨 n.远足；徒步旅行；涨价

297 him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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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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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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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hit 1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301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302 hoped 1 英 [həʊpt] 美 [hoʊpt] adj. 希望的；盼望的 动词ho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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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305 hq 1 [ˌeɪtʃ'kju ]ː abbr. 总部 (=headquarters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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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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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8 hunger 1 ['hʌŋgə] n.饿，饥饿；渴望 vi.渴望；挨饿 vt.使……挨饿 n.(Hunger)人名；(德、波)洪格尔；(英)亨格

309 ice 1 [[ais] n.冰；冰淇淋；矜持；（俚）钻石 vt.冰镇；结冰 vi.结冰 adj.冰的 n.(Ice)人名；(英)艾斯；(法)伊斯

310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311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312 image 1 ['imidʒ] n.影像；想象；肖像；偶像 vt.想象；反映；象征；作…的像 n.(Image)人名；(法)伊马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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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imported 1 英 ['ɪmpɔː t] 美 ['ɪmpɔː rt] n. 进口；意义；进口商品 v. 进口；输入

315 in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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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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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independent 1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
318 Indonesia 1 ['indəu'ni:zjə,-ʒə] n.印尼，印度尼西亚（东南亚岛国）

319 influence 1 ['influəns] n.影响；势力；感化；有影响的人或事 vt.影响；改变

320 influential 1 adj.有影响的；有势力的 n.有影响力的人物

321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322 insecurity 1 [,insi'kjuərəti] n.不安全；不牢靠；无把握；心神不定

323 instances 1 ['ɪnstəns] n. 例子；场合；情况；要求；诉讼程序 vt. 举例说明

324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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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interpretations 1 [ɪntɜːprɪ'teɪʃnz] n. 解释；评注；艺术处理 名词interpretation的复数形式.

327 int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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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invasion 2 [in'veiʒən] n.入侵，侵略；侵袭；侵犯

329 invented 1 [ɪn'ventɪd] v. 发明；创造，捏造（动词inv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 已发明的

330 Iraq 1 [i'rɑ:k; i'ræk] n.伊拉克（西南亚国家）

331 is 2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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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it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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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its 1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335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336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337 Jeanne 1 [dʒi:n] n.珍妮（女子名，等于Joanna）

338 jeff 1 [dʒef] n.杰夫（男子名，等于Jeffrey）

339 jessica 1 ['dʒesikə] n.杰西卡（女子名）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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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katie 1 ['keiti] n.卡蒂（女子名，等于Kate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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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keyboard 1 ['ki:bɔ:d] n.键盘 vt.键入；用键盘式排字机排字 vi.用键盘进行操作；作键盘式排字机排字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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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kingwood 2 ['kiŋwud] n.西阿拉黄檀树；西阿拉黄檀木

346 know 6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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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labels 1 ['leɪbəlz] n. 标签 名词label的复数形式.

349 Lanka 1 n.兰卡；楞伽

350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351 last 1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持，够用；持久 vt.度过，拖过；使维持 adv.最后地；上次，最近；最后一点 n.(La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罗、瑞典)拉斯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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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2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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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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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356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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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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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letters 1 [letəz] n.[语]字母；书信；读者投书栏（letter的复数） v.用字母标明；用印刷体写（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361 liberals 1 n. 自由派

362 lies 1 [laɪ] v. 躺下；位于；在于；平放；存在；延伸；说谎 n. 谎言

363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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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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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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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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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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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371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372 love 1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
373 lowercase 1 ['ləuə,keis] n.小写字母；小写字体 adj.小写字体的 vt.用小写字体书写

374 magazine 1 n.杂志；弹药库；胶卷盒
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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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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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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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man 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379 many 5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380 mara 1 [mə'rɑ:] n.玛拉（女子名）

381 marc 1 [mɑ:k] n.机读目录；（水果，种子等经压榨后的）榨渣 n.(Marc)人名；(塞)马尔茨；(德、俄、法、荷、罗、瑞典、西、
英)马克

382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383 marke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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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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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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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media 4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387 microsoft 1 ['maikrəusɔft] n.微软公司（全球知名的PC软件主要厂商）

388 middle 2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389 m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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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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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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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moderate 1 ['mɔdərət, 'mɔdəreit] adj.稳健的，温和的；适度的，中等的；有节制的 vi.变缓和，变弱 vt.节制；减轻

393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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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4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95 moos 3 [mu ]ː v. 牛哞哞叫 n. 牛鸣声

396 mo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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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mosque 1 [mɔsk] n.清真寺

3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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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mountain 1 [ˈmauntin，ˈmaʊntən] n.山；山脉 n.(Mountain)人名；(英)芒廷

4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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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402 musk 10 [mʌsk] n.麝香；麝香鹿；麝香香味

403 nationally 1 ['næʃənəli] adv.全国性地；以国民立场地；举国一致地

404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405 newer 1 [n'juːər] adj. 较新的 形容词new的比较级.

406 newspaper 1 ['nju:s,peipə, 'nju:z-] n.报纸 报社 旧报纸

407 Nigeria 1 [nai'dʒiəriə] n.尼日利亚（位于非洲）

408 nope 1 [nəup] adv.不是，没有；不

409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410 not 9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411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12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4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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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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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of 5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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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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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oil 4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4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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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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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422 online 3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423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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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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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5 or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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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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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7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428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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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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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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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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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2 ownership 1 ['əunəʃip] n.所有权；物主身份

433 Pakistan 2 ['pækistæn] n.巴基斯坦（南亚国家名）

4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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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5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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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6 password 5 ['pɑ:swə:d, 'pæs-] n.密码；口令

437 passwords 3 ['pɑːswɜːdz] 口令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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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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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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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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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perceive 1 [pə'si:v] vt.察觉，感觉；理解；认知 vi.感到，感知；认识到

442 percent 5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
443 permanent 1 adj.永久的，永恒的；不变的 n.烫发（等于permanentwave）

444 Peru 1 [pə'ru] n.秘鲁（拉丁美洲国家名）

445 peter 1 vt.逐渐消失；耗尽 vi.使…精疲力竭 n.麻醉品；保险箱 n.彼得(男子名)

446 planner 1 ['plænə] n.计划者，规划师 n.(Planner)人名；(德、捷)普兰纳

447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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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9 platforms 1 [p'lætfɔː mz] 平台

450 plea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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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51 podcast 1 英 ['pɒdkɑːst] 美 ['pɑːdkæst] n. 播客 v. 发表博客

452 policies 1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 lː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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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4 politically 2 [pə'litikli] adv.政治上

455 politicians 1 [pɒlɪ'tɪʃnz] 政治家

456 popular 2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457 post 1 [pəust] n.岗位；邮件；标杆 vt.张贴；公布；邮递；布置 vi.快速行进 n.(Po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捷、瑞典、荷)波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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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9 Potomac 1 [pə'təumək] n.波拖马可河（美国河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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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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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2 present 1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
463 press 1 [pres] vt.压；按；逼迫；紧抱 vi.压；逼；重压 n.压；按；新闻；出版社；[印刷]印刷机 n.(Press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4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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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65 prevents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
466 prices 13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
467 prime 1 [praim] adj.主要的；最好的；基本的 adv.极好地 n.初期；青年；精华；全盛时期 vt.使准备好；填装 vi.作准备 n.(Prime)
人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
468 principles 1 [p'rɪnsəplz] n. 原则；原理；道义；节操 名词principle的复数形式.

469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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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1 prospects 1 英 ['prɒspekt] 美 ['prɑːspekt] n. 希望；前景；景色 v. 勘探；寻找

472 protests 1 英 ['prəʊtest] 美 ['proʊtest] n. 抗议；反对 v. 抗议；反对；申明；断言

473 public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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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4 publications 1 [prblɪ'keɪans] n. 出版物 名词publication的复数形式.

475 pump 1 [pʌmp] vt.打气；用抽水机抽… n.泵，抽水机；打气筒 vi.抽水 n.(Pump)人名；(捷)蓬普；(英)庞普

476 purchase 2 ['pə:tʃəs] n.购买；紧握；起重装置 vt.购买；赢得 vi.购买东西

477 p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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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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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9 quirkiest 1 adj.诡诈的，离奇的( quirky的最高级 )

480 quirks 1 n.奇事，巧合( quirk的名词复数 ); 怪癖

481 quote 1 [kwəut, kəut] vt.报价；引述；举证 vi.报价；引用；引证 n.引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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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2 QWERTY 1 ['kwə:ti] adj.与英文打字机键盘一样的 n.标准的传统键盘

483 raise 1 [reiz] vt.提高；筹集；养育；升起 vi.上升 n.高地；上升；加薪 n.(Raise)人名；(英)雷兹

484 ramp 2 [ræmp] n.斜坡，坡道；敲诈 vi.蔓延；狂跳乱撞；敲诈 vt.敲诈；使有斜面

485 re 7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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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488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489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4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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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regularly 1 ['regjələli] adv.定期地；有规律地；整齐地；匀称地

492 rely 1 [ri'lai] vi.依靠；信赖

493 reminded 1 [rɪ'maɪnd] vt. 使想起；提醒

494 reportedly 1 [ri'pɔ:tidli] adv.据报道；据传闻

495 reporter 1 [ri'pɔ:tə] n.记者

496 reports 2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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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8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499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500 rest 3 [rest] vt.使休息，使轻松；把…寄托于 n.休息，静止；休息时间；剩余部分；支架 vi.休息；静止；依赖；安置 n.(Rest)人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
501 richest 1 ['rɪtʃɪst] adj. 最富有的，最丰富的（形容词rich的最高级）

502 rid 1 [rid] vt.使摆脱；使去掉 n.(Rid)人名；(英)里德

503 ris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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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辛；(英)赖辛

504 Romans 1 ['rəumənz] n.《罗马书》（《圣经·新约》中的一卷）

505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506 rose 2 n.玫瑰；粉红色；蔷薇（花）；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.玫瑰花的；玫瑰色的；粉红色的；带有玫瑰香味的 vt.使成玫瑰色，
使（面颊）发红；使有玫瑰香味 vi.起义(rise的过去式)；升起；（数量）增加；休会

507 rotini 1 罗蒂尼

5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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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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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0 Russia 6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511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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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2 salesforce 1 软件营销部队（公司名）

513 say 3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514 saying 2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515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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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7 Schulz 1 n.(Schulz)人名；(英、德、挪、捷、葡、瑞典、法)舒尔茨

518 second 3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519 secure 1 [si'kjuə] adj.安全的；无虑的；有把握的；稳当的 vt.保护；弄到；招致；缚住 vi.获得安全；船抛锚；停止工作

520 security 2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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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sell 1 [sel] vt.销售；推销；出卖；欺骗 vi.卖；出售；受欢迎；有销路 n.销售；失望；推销术 n.(Sell)人名；(德)泽尔；(英、芬、
瑞典)塞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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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3 sending 2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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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5 seriously 1 ['siəriəsli, 'si:r-] adv.认真地；严重地，严肃地

526 serve 1 [sə:v] vt.招待，供应；为…服务；对…有用；可作…用 vi.服役，服务；适合，足够；发球；招待，侍候 n.发球，轮到发
球 n.(Serve)人名；(法)塞尔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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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8 share 1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
529 sharing 1 英 ['ʃeərɪŋ] 美 ['ʃerɪŋ] n. 共享；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.

530 sharply 1 ['ʃa:pli]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

531 shiny 1 ['ʃaini] adj.有光泽的，擦亮的；闪耀的；晴朗的；磨损的

532 shocked 1 adj. 震惊的 动词sho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33 shortage 1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
534 shortages 1 ['ʃɔː tɪdʒɪz] 缺陷

535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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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7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538 similarities 1 [ˌsɪmə'lærəti] n. 相似；类似

539 since 3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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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1 skyline 1 ['skailain] n.地平线；空中轮廓线；架空索 vt.天空映衬出…的轮廓

542 skyrocketing 2 [s'kaɪrɒkɪtɪŋ] 价格飞涨

543 slide 1 n.滑动；幻灯片；滑梯；雪崩 vi.滑动；滑落；不知不觉陷入 vt.滑动；使滑动；悄悄地迅速放置

5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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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5 soaring 1 ['sɔ:riŋ] adj.翱翔的；高耸的；猛增的 v.高耸（soar的现在分词形式）；高飞；猛增

546 social 3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547 soft 1 [sɔft, sɔ:ft] adj.软的，柔软的；温柔的，温和的；软弱的；笨的 adv.柔软地；温和地 n.柔性；柔软的东西；柔软部分

548 solutions 1 [sə'lu ʃːnz] n. 解答

549 some 3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
>稍微

550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551 sorry 1 ['sɔ:ri, 'sɔ-] adj.遗憾的；对不起的，抱歉的 int.对不起，抱歉（表示委婉的拒绝等）

5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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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3 sound 1 [saund] vt.听（诊）；测量，测…深；使发声；试探；宣告 n.声音，语音；噪音；海峡；吵闹；听力范围；[医]探条 adj.
健全的，健康的；合理的；可靠的；有效彻底的 adv.彻底地，充分地 vi.听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回响；测深

554 spaceship 1 ['speisʃip] n.[航]宇宙飞船

555 spacex 2 n.太空探索技术公司（美国的太空运输公司）

556 spam 1 v.刷屏 n.垃圾短信

557 speci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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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8 speech 3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
559 spin 1 [spin] vi.旋转；纺纱；吐丝；晕眩 vt.使旋转；纺纱；编造；结网 n.旋转；疾驰

560 spiral 1 ['spaiərəl] n.螺旋；旋涡；螺旋形之物 adj.螺旋形的；盘旋的 vt.使成螺旋形；使作螺旋形上升 vi.盘旋；成螺旋形；螺旋形
上升（过去式spiraled/spiralled，过去分词spiraled/spiralled，现在分词spiraling/spiralling，第三人称单数spirals，副词spirally）

561 spread 2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562 spring 1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5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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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4 Sri 1 [sri] n.斯里兰卡（SriLanka）；（拉）神圣罗马帝国（SacrumRomanumImperium） n.(Sri)人名；(印、柬、印尼、阿拉伯、马
来)斯里；(泰、老)西

565 stand 1 [stænd] vi.站立；位于；停滞 vt.使站立；忍受；抵抗 n.站立；立场；看台；停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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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6 standard 1 ['stændəd] n.标准；水准；旗；度量衡标准 adj.标准的；合规格的；公认为优秀的 n.(Standard)人名；(英)斯坦达德；
(德)施坦达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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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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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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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0 still 2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571 stolen 2 ['stəulən] adj.偷走的 v.偷窃；剽窃（steal的过去分词）

572 stories 2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573 streets 1 [st'riː ts] 街道

574 sunflower 1 ['sʌnflauə] n.向日葵

575 supplier 1 [sə'plaiə] n.供应厂商，供应国；供应者

576 suppliers 1 n. 供应商；供应者

577 supplies 3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578 supply 3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579 supposed 1 [sə'pəuzd] adj.假定的；被信以为真的；想象上的 v.假定（suppose的过去分词）

580 suppress 1 [sə'pres] vt.抑制；镇压；废止

581 sure 2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582 surged 2 英 [sɜːdʒ] 美 [sɜ rːdʒ] n. 汹涌；波涛；猛增 v. 汹涌；涌起；激增；[海]缆绳滑脱

583 surrounded 1 [sə'raʊndɪd] adj. 被 ... 环绕着的 动词surrou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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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5 suspend 1 [sə'spend] vt.延缓，推迟；使暂停；使悬浮 vi.悬浮；禁赛

5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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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7 talk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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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8 tech 1 [tek] n.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.技术（technology）；技术员（technician） n.(Tech)人名；(柬)德

589 technology 2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590 t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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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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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2 territory 1 ['teritəri] n.领土，领域；范围；地域；版图

593 tesla 3 ['teslə] n.特斯拉（磁通量单位） n.(Tesla)人名；(英、捷、塞)特斯拉

594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595 texted 1 text（发短信）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

596 tha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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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7 thankful 1 ['θæŋkful] adj.感谢的；欣慰的

5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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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9 the 8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600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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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1 theorists 1 理论家

602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603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604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605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606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6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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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08 this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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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9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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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0 thoughts 1 ['θɔː ts] n. 思维 名词thought的复数形式.

611 threatens 1 ['θretn] v. 威胁；恐吓；似将发生

6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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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3 time 1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614 titans 1 n. 泰坦巨神；（美）大力神Ⅱ型洲际导弹（Titan的复数）

6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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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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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7 Todd 5 [tɔd] n.托德（姓氏，英国化学家，曾获1957年诺贝尔化学奖）

6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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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9 tonight 1 [tə'nait] adv.在今晚 n.今晚

620 too 2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621 top 2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622 topics 1 abbr. 总联机程序和信息控制系统( =Total On-line Program and Information Control System ) n. 话题，主题，题目（名词
topic的复数）

623 tower 1 ['tauə] n.塔；高楼；堡垒 vi.高耸；超越 n.(Tower)人名；(英)托尔

624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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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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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7 tremendously 1 [tri'mendəsli] adv.非常地；可怕地；惊人地

628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629 troll 1 vt.轮唱，使转动；放声高唱；拖饵钓鱼 vi.参加轮唱；宏亮地唱；拖饵钓鱼 n.轮唱；钓鱼；北欧神话中的巨人

6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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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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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2 turkey 1 ['tə:ki] n.火鸡；笨蛋；失败之作

6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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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4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
635 tweet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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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6 twist 1 [twist] vt.捻；拧；扭伤；编织；使苦恼 n.扭曲；拧；扭伤 vi.扭动；弯曲 n.(Twist)人名；(英)特威斯特

637 twitter 16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
638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639 type 1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640 Ukraine 8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641 unanimously 1 adv.全体一致地

6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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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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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4 unlikely 1 [,ʌn'laikli] adj.不太可能的；没希望的 adv.未必

645 unlock 1 vt.开启；开…的锁；表露 vi.解开；解除锁定；被开启

646 unrest 1 [,ʌn'rest] n.不安；动荡的局面；不安的状态

6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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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8 update 1 [ʌp'deit, 'ʌpdeit] vt.更新；校正，修正；使现代化 n.更新；现代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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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0 upper 1 ['ʌpə] adj.上面的，上部的；较高的 n.(Upper)人名；(英)厄珀

651 us 4 pron.我们

6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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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3 used 4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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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54 users 5 ['juːzəs] n.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.

655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656 verizon 1 威瑞森（美国第一家提供320万像素照相手机配套销售的无线营运商）

657 victory 1 ['viktəri] n.胜利；成功；克服 n.(Victory)人名；(西)维多利；(英)维克托里

658 vide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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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9 videotape 6 ['vidiəuteip] n.录像带 vt.将…录到录像带上

660 viewpoint 1 ['vju:pɔint] n.观点，看法；视角

661 views 1 [v'juːz] n. 见解 名词view的复数形式.

662 Virginia 2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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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4 volatile 1 adj.[化学]挥发性的；不稳定的；爆炸性的；反复无常的 n.挥发物；有翅的动物 n.(Volatile)人名；(意)沃拉蒂莱

665 walkable 1 ['wɔ:kəbl] adj.适于步行的；可以走去的

6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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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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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8 war 4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669 warning 1 ['wɔ:niŋ] n.警告；预兆；预告 adj.警告的；引以为戒的 v.警告（warn的ing形式） n.(Warning)人名；(德)瓦宁

670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671 Washington 2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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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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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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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5 w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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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6 weak 1 [wi:k] adj.[经]疲软的；虚弱的；无力的；不牢固的

677 wealthiest 1 ['welθi] adj. 富有的 n. 富人

678 weaponized 1 [wiː 'pənaɪzd] 武器化

6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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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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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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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2 wheat 5 [hwi:t] n.小麦；小麦色 n.(Wheat)人名；(英)惠特

683 whe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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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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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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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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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7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688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689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690 widespread 1 ['waid'spred] adj.普遍的，广泛的；分布广的

691 wi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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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2 willing 1 ['wiliŋ] adj.乐意的；自愿的；心甘情愿的 v.决心；用意志力驱使；将（财产等）遗赠某人（will的现在分词） n.(Willing)
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维林；(英)威林

693 wireless 1 ['waiəlis] adj.无线的；无线电的 n.无线电 vt.用无线电报与…联系；用无线电报发送 vi.打无线电报；打无线电话

6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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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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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6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697 world 10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698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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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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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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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1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702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703 you 1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704 your 7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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