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5-09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bott 6 ['æbət] n.阿尔伯特（人名）；雅培（公司名）

2 ab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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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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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cordi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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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ccustomed 1 [ə'kʌstəmd] adj.习惯的；通常的；独有的 v.使习惯于（accustom的过去分词）

6 achieving 1 [ə'tʃiː v] v. 完成；达到；实现

7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
8 added 2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9 adobe 4 [ə'dəubi] n.土砖，砖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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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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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in 1 [æn] adj.（苏格兰）自己的 n.艾因河；一种压缩软件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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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isles 1 n. 通道；走廊（aisle的复数）

15 Alabama 1 [,ælə'bæmə] n.阿拉巴马州（美国州名）

16 alimentum 1 是一种营养类药(含酪蛋白水解物、蔗糖、木薯淀粉等)

17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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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llergies 1 英 ['ælədʒi] 美 ['ælərdʒi] n. 过敏症；反感；厌恶

19 alleviate 1 [ə'li:vieit] vt.减轻，缓和

20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21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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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m 1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-ed
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24 America 4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25 American 4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26 americans 5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27 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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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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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other 1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32 any 2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33 anyway 1 ['eniwei] adv.无论如何，不管怎样；总之

34 apparently 1 [ə'pærəntli] adv.显然地；似乎，表面上

35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36 April 2 ['eiprəl] n.四月

37 a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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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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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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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assembly 1 n.装配；集会，集合 n.汇编，编译

42 assessment 1 [ə'sesmənt] n.评定；估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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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at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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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45 avant 1 [ə'vant] adj.激进的；先锋派的 prep.在…之前

46 averag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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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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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babies 2 ['beɪbi] n. 婴儿；宝贝儿；孩子气的人 adj. 婴儿的；小型的 vt. 溺爱

49 baby 6 ['beibi] n.婴儿，婴孩；孩子气的人 vt.纵容，娇纵；把……当婴儿般对待 adj.婴儿的；幼小的 n.(Baby)人名；(法、葡)巴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
50 back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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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backward 1 ['bækwəd] adj.向后的；反向的；发展迟缓的 adv.向后地；相反地

52 backwards 1 ['bækwədz] adv.倒；向后；逆

53 bacteria 1 [bæk'tiəriə] n.[微]细菌

54 bacterial 1 [bæk'tiriəl] adj.[微]细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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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basis 1 ['beisis] n.基础；底部；主要成分；基本原则或原理

57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58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59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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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before 4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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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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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65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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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bicarbonate 1 [bai'kɑ:bənit] n.碳酸氢盐；重碳酸盐；酸式碳酸盐

68 biggest 2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69 boarding 1 ['bɔ:diŋ] n.木板；寄膳宿；上船 adj.供膳的 v.用木板遮住；收费为…供膳（board的ing形式）

70 boomerang 5 n.职场“回头客”（辞职另谋职位后，又返回原公司工作的人）

71 boomeranging 2 ['buːməræŋ] n. 自食其果的行为；回飞镖 v. 自食其果

72 boomerangs 2 ['buːməræŋ] n. 自食其果的行为；回飞镖 v. 自食其果

73 borrow 2 ['bɔrəu] vi.借；借用；从其他语言中引入 vt.借；借用 n.(Borrow)人名；(英)博罗

74 brands 5 [brænd] n. 烙印；商标；牌子；标记 vt. 加污名于；铭记；打烙印

75 bright 1 [brait] adj.明亮的，鲜明的；聪明的；愉快的 adv.明亮地；光明地；欢快地 n.车头灯光 n.(Bright)人名；(英)布赖特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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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budgets 1 ['bʌdʒɪt] n. 预算 vt. 编预算；为 ... 做预算 vi. 节省开支 adj. 廉价的；不贵的

78 bureau 1 ['bjuərəu] n.局，处；衣柜；办公桌 n.(Bureau)人名；(法)比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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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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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bu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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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by 7 prep.通过；被；依据；经由；在附近；在……之前 adv.通过；经过；附近；[互联网]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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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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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86 can 4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的）食品罐头

87 cards 1 n. 扑克牌 名词card的复数形式.

88 careful 1 ['kεəful] adj.仔细的，小心的

89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90 carries 1 ['kæri] v. 携带；运送；搬运；带有；传播；承载 n. 【计】进位；运载

91 cars 1 英 [kɑ:z] 美 [kɑ:rz] n. 汽车；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.

92 ca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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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cave 5 [keiv] vt.使凹陷，使塌落；在…挖洞穴 vi.凹陷，塌落；投降 n.洞穴，窑洞 n.(Cave)人名；(西)卡韦；(英)凯夫；(法)卡夫

94 ceiling 1 ['si:liŋ] n.天花板；上限

95 ceilings 1 ['siː lɪŋz] 锅炉炉顶

96 CEO 2 abbr.首席执行官；执行总裁（chiefexecutiveofficer）

97 chain 1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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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100 check 1 vt.检查，核对；制止，抑制；在…上打勾 vi.核实，查核；中止；打勾；[象棋]将一军 n.<美>支票；制止，抑制；检
验，核对 n.（英）切克（人名）

101 chemist 1 ['kemist] n.化学家；化学工作者；药剂师；炼金术士

102 choosing 1 v.选择；决定（choose的ing形式）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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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closely 1 ['kləusli] adv.紧密地；接近地；严密地；亲近地

105 closest 1 [k'ləʊsɪst] adj. 最靠近的

106 closing 1 ['kləuziŋ] adj.收盘的；结束的；结尾的 n.结尾辞 v.关闭（close的ing形式）

107 cnn 7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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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colleagues 1 英 ['kɒliː ɡ] 美 ['kɑ lːiː ɡ] n. 同事

110 com 1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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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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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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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
115 concepts 1 ['kɒnsepts] 概念

116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117 confidence 1 ['kɔnfidəns] n.信心；信任；秘密 adj.（美）诈骗的；骗得信任的

118 connotation 1 [,kɔnəu'teiʃən] n.内涵；含蓄；暗示，隐含意义；储蓄的东西（词、语等）

119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120 contain 1 [kən'tein] vt.包含；控制；容纳；牵制（敌军） vi.含有；自制

121 contained 1 [kən'teind] adj.泰然自若的，从容的；被控制的 v.包含；遏制（contain的过去分词）；容纳

122 contaminated 1 英 [kən'tæmɪneɪtɪd] 美 [kən'tæməneɪtɪd] adj. 受污染的 动词contam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23 contamination 1 [kən,tæmi'neiʃən] n.污染，玷污；污染物

124 context 1 ['kɔntekst] n.环境；上下文；来龙去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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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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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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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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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countr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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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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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132 coverage 1 n.覆盖，覆盖范围；新闻报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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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135 credit 1 ['kredit] n.信用，信誉；[金融]贷款；学分；信任；声望 vt.相信，信任；把…归给，归功于；赞颂

136 credited 1 [k'redɪtɪd] v. 记入贷方；信用 vbl. 记入贷方；信用

137 culture 2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138 d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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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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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41 decorates 1 ['dekəreɪt] v. 装饰；布置；装修；授予某人奖章或其他奖状

142 definitely 1 ['definitli] adv.清楚地，当然；明确地，肯定地

143 dent 1 n.凹痕；削弱；减少 vi.产生凹陷；凹进去 vt.削弱；使产生凹痕 n.(Dent)人名；(英、葡)登特

144 desperation 1 [despə'reiʃən] n.绝望的境地；不顾一切拼命

145 determined 2 [di'tə:mind] adj.决定了的；坚决的 v.决定；断定（determine的过去分词）

146 diamondback 1 ['daiəmənd,bæk] adj.有菱形斑纹的 n.菱形斑纹

147 did 3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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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dimensional 1 [di'menʃənəl, dai-] adj.空间的；尺寸的

150 distributes 1 [dɪ'strɪbju tː] v. 分配；散发；分布

151 distributing 1 [dɪs'trɪbjʊ( )ːtɪŋ] adj. 分布的 及物动词distribute的现在分词.

152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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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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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domestic 1 [dəu'mestik] adj.国内的；家庭的；驯养的；一心只管家务的 n.国货；佣人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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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6 dow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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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dozens 2 ['dʌznz] n. 几十；许多

158 drawing 1 ['drɔ:iŋ] n.图画；牵引；素描术 v.绘画；吸引（draw的ing形式）；拖曳

159 drawings 2 ['drɔː ɪŋz] n. 提取款 名词drawing的复数形式.

160 drawn 3 [drɔ:n] adj.拔出的 v.画，绘图（draw的过去分词）

161 drew 1 [dru:] v.牵引（draw的过去式）；描绘；起草 n.(Drew)人名；(英)德鲁

162 due 1 [dju:, du:] adj.到期的；预期的；应付的；应得的 n.应付款；应得之物 adv.正（置于方位词前） n.(Due)人名；(英)迪尤

163 during 3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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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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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economic 4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167 economy 4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168 election 1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
169 elsewhere 1 [,els'hwεə] adv.在别处；到别处

170 employee 2 [,emplɔi'i:, em'plɔii:] n.雇员；从业员工

171 employer 1 [im'plɔiə] n.雇主，老板

172 employers 1 [ɪmp'lɔɪəz] 用人单位

173 employment 1 [im'plɔimənt] n.使用；职业；雇用

174 empty 2 ['empti] adj.空的；无意义的；无知的；徒劳的 vt.使失去；使…成为空的 vi.成为空的；流空 n.空车；空的东西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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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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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6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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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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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80 even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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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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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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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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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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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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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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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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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familiarity 1 [fə,mili'æriti] n.熟悉，精通；亲密；随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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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191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192 favorite 1 ['feivərit] n.幸运儿；喜欢的事物；特别喜欢的人 adj.最喜爱的；中意的；宠爱的 n.(Favorite)人名；(英)费沃里特

193 FDA 3 [ˌefdiː 'eɪ] abbr. 食品及药物管理局(=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)

194 February 2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95 Federal 1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196 feel 2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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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felt 2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199 fertilizer 1 ['fə:tilaizə] n.[肥料]肥料；受精媒介物；促进发展者

200 few 2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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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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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find 5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204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205 firm 1 ['fə:m] adj.坚定的；牢固的；严格的；结实的 vt.使坚定；使牢固 vi.变坚实；变稳固 adv.稳固地 n.公司；商号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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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fit 1 ['fit] vt.安装；使……适应；使……合身；与……相符 vi.符合，配合；适合；合身 adj.健康的；合适的；恰当的；准备好的
n.合身；发作；痉挛 n.(Fit)人名；(捷、罗)菲特

208 f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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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flour 1 ['flauə] n.面粉；粉状物质 vt.撒粉于；把…磨成粉 n.(Flour)人名；(法)弗卢尔

210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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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formula 14 ['fɔ:mjulə] n.[数]公式，准则；配方；婴儿食品

213 formulas 3 英 ['fɔː mjələ] 美 ['fɔː rmjələ] n. 配方；公式；规则；代乳品 adj. 方程式的；（赛车的）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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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found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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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Friday 2 ['fraidi] n.星期五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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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gap 1 n.间隙；缺口；差距；分歧 vi.裂开 vt.使形成缺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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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9 garde 1 [ga:d] n.加尔达（姓氏）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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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gathered 1 ['gæðəɒ] adj. 聚集的；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22 German 1 ['dʒə:mən] adj.德国的；德语的，德国人的 n.德语；德国人

223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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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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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go 3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227 goals 1 ['ɡəʊlz] n.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.

228 go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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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go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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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231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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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gotten 1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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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gre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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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Greene 2 [gri:n] n.格林（姓氏）

237 grocery 2 ['grəusəri] n.食品杂货店 食品杂货

238 gross 1 [grəus] adj.总共的；粗野的；恶劣的；显而易见的 vt.总共收入 n.总额，总数 n.(Gro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、葡、西、
俄、芬、罗、捷、匈)格罗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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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grove 2 [grəuv] n.小树林；果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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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gr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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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3 gut 1 n.内脏；肠子；剧情；胆量；海峡；勇气；直觉；肠 vt.取出内脏；摧毁（建筑物等）的内部 adj.简单的；本质的，根本
的；本能的，直觉的 n.（德、俄、意、葡、塞、捷、匈、瑞典）古特（人名）；（英）格特（人名）

244 ha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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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5 half 2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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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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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hard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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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has 6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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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h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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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253 help 2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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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255 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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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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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hidden 1 ['hidən] adj.隐藏的 v.隐藏，躲藏（hide的过去分词） n.(Hidden)人名；(英)希登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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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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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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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hiring 1 ['haiəriŋ] n.雇用；租用 v.雇用（hire的ing形式）

262 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63 historically 1 [his'tɔrikəli] adv.历史上地；从历史观点上说

264 h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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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honestly 1 ['ɔnistli] adv.真诚地；公正地

266 house 1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267 Howard 2 ['hauəd] n.霍华德（男子名）

268 hr 1 abbr.小时（hour）；本垒打（homerun）

269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70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271 impact 2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
272 impacted 1 [im'pæktid] adj.压紧的；结实的；嵌入的；（人口）稠密的 v.装紧；挤满（impact的过去分词）

273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274 impressionism 1 [im'preʃənizəm] n.印象派，印象主义

275 improving 1 [ɪm'pruːvɪŋ] n. 改良；改进 动词impr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76 in 3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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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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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indicator 2 n.指标，标志，迹象；指示器；[试剂]指示剂；[计]指示符；压力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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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inflation 2 [in'fleiʃən] n.膨胀；通货膨胀；夸张；自命不凡

281 ingredients 2 [ɪŋ'riː diənts] n. 配料；作料；材料 名词ingredient的复数形式.

282 initially 1 [i'niʃəli] adv.最初，首先；开头

283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284 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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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invention 2 [in'venʃən] n.发明；发明物；虚构；发明才能

286 invisible 1 [in'vizəbl] adj.无形的，看不见的；无形的；不显眼的，暗藏的

287 is 1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88 issue 2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
289 it 3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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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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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jacqueline 1 ['dʒækwəli:n] n.杰奎琳（女子名）

292 jim 2 [dʒim] n.吉姆（人名）

293 job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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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jobs 9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295 joy 4 [dʒɔi] n.欢乐，快乐；乐趣；高兴 vi.欣喜，欢喜 vt.高兴，使快乐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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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justus 1 ['dʒʌstəs] n.贾斯特斯（男子名）

298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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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klimas 7 克利马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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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labor 1 ['leibə] n.劳动；工作；劳工；分娩 vi.劳动；努力；苦干 vt.详细分析；使厌烦 n.(Labor)人名；(德、塞、法)拉博尔；(英)
拉博

303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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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la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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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Laura 1 ['lɔ:rə] n.劳拉（女子名）

306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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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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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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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lef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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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1 Liebig 3 ['lai:big] n.李比希（姓氏，德国化学家）

312 lik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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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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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linked 1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
315 linkedin 1 [lɪŋ'kiː dɪn] n. 关系网；通过介绍人机制来扩充人脉的社交网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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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loans 1 ['ləʊnz] 贷款

318 location 1 [ləu'keiʃən] n.位置（形容词locational）；地点；外景拍摄场地

319 locust 2 ['ləukəst] n.[植保]蝗虫，[昆]蚱蜢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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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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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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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lose 1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
324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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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lot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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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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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low 3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329 lowest 1 ['ləuist] adj.最低的；最小的（low的最高级）；最底下的

330 mad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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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332 mak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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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malt 1 [mɔ:lt] n.麦芽；麦芽酒 adj.麦芽的；含麦芽的，用麦芽作的 vt.用麦芽处理 n.(Malt)人名；(俄)马尔特

334 manufacturing 2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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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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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march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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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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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marketed 1 英 ['mɑːkɪtɪd] 美 ['mɑrkɪtɪd] adj. 推向市场的 动词mark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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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341 mazzullo 2 马祖洛

342 meantime 1 ['mi:n'taim] n.其时，其间 adv.同时；其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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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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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messages 1 ['mesɪdʒɪz] n.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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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6 Michigan 2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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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midst 1 [midst] n.当中，中间 prep.在…中间（等于amidst）

349 milk 1 [milk] n.牛奶；乳状物 vt.榨取；挤…的奶 vi.挤奶 n.(Milk)人名；(英)米尔克

350 millio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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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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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minds 1 [maɪnd] n. 头脑；精神；心；想法；意见；心思；注意力；有才智的人；记忆；心情；理智；[宗]追思弥撒；上帝 v. 留
心；注意；专心于；介意；照顾

353 missed 1 [mɪs] n. [M-]小姐 vt. 想念 vt. 错过；漏掉

354 mixed 2 [mikst] adj.混合的；形形色色的；弄糊涂的 v.混合；弄混（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55 modern 2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356 money 2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357 month 3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358 monthly 1 ['mʌnθli] adj.每月的，每月一次的；有效期为一个月的 n.月刊 adv.每月，每月一次

359 months 5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60 mo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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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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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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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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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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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366 mystery 1 [英 [ˈmɪstri] 美 [ˈmɪstəri]] n.秘密，谜；神秘，神秘的事物；推理小说，推理剧；常作mysteries秘技，秘诀

367 naked 1 ['neikid] adj.裸体的；无装饰的；无证据的；直率的

368 nationwide 1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
369 native 1 ['neitiv] adj.本国的；土著的；天然的；与生俱来的；天赋的 n.本地人；土产；当地居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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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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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negative 1 ['negətiv] adj.[数]负的；消极的；否定的；阴性的 n.否定；负数；[摄]底片 vt.否定；拒绝

373 neon 1 ['ni:ɔn, -ən] n.霓虹灯；氖（10号元素，符号Ne） n.(Neon)人名；(德)内翁；(俄)涅翁

374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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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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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not 10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78 nothing 1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
379 noticing 1 英 ['nəʊtɪs] 美 ['noʊtɪs] vt. 注意；留心；通知 n. 通知；注意；布告

380 nouveau 1 [nu:'vəu] adj.新近产生的，新近到达的 n.(Nouveau)人名；(法)努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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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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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numbered 1 ['nʌmbəd] adj. 有限的；总计的；指日可数的 动词numb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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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nutrition 1 [nju:'triʃən] n.营养，营养学；营养品

386 of 4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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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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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390 Ohio 1 [əu'haiəu] n.俄亥俄州（美国一个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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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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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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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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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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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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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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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opportunity 1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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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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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organic 1 [ɔ:'gænik] adj.[有化]有机的；组织的；器官的；根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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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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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404 o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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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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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overwhelming 1 [,əuvə'hwelmiŋ] adj.压倒性的；势不可挡的 v.压倒；淹没（overwhelm的ing形式）；制服

407 pandemic 4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408 parents 2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4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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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411 patented 1 ['peitəntid] adj.专利的

412 pay 2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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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perce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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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percentage 3 [pə'sentidʒ] n.百分比；百分率，百分数

416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417 persistent 1 [pə'sistənt, -'zis-] adj.固执的，坚持的；持久稳固的

418 person 1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
419 photos 2 英 ['fəʊtəʊ] 美 ['foʊtoʊ] n. 照片 v. 拍照

420 picture 2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
4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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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plant 2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特；(法)普朗

423 plastic 1 ['plæstik,'plɑ:s-] adj.塑料的；（外科）造型的；可塑的 n.塑料制品；整形；可塑体

424 point 3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425 politics 1 ['pɔlitiks] n.政治，政治学；政治活动；政纲

426 pop 2 [pɔp] n.流行音乐；汽水；砰然声；枪击 vi.突然出现；爆开；射击；瞪大；发出爆裂声 vt.取出；开枪打；抛出；突然伸
出；突然行动 adj.流行的；通俗的；热门的 adv.突然；砰地 abbr.邮局协议（postofficeprotocol） n.(Pop)人名；(罗、捷、塞)波
普

427 positions 1 [pə'ziʃənz] n.[水运]位置（position的复数）；定位

4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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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9 p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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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potassium 1 [pə'tæsjəm] n.[化学]钾

431 powdered 1 英 ['paʊdəd] 美 ['paʊdərd] adj. 弄成粉末状的；研成粉末的 动词pow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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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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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3 practically 1 ['præktikəli] adv.实际地；几乎；事实上

434 pre 3 abbr.炼油工程师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）

435 precisionism 1 [prɪ'sɪʒnɪzəm] 精确主义

436 preferred 1 英 [prɪ'fəd] 美 [prɪ'fɜːd] adj. 首选的；有优先权的

437 preliminary 1 [pri'liminəri] n.准备；预赛；初步措施 adj.初步的；开始的；预备的

438 prevent 2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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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0 previously 1 ['pri:vju:sli] adv.以前；预先；仓促地

4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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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proactive 2 adj.前摄的（前一活动中的因素对后一活动造成影响的）；有前瞻性的，先行一步的；积极主动的

443 problem 2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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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producers 1 生产性

446 product 1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
447 production 1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448 products 1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4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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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0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451 quit 1 [kwit] vt.离开；放弃；停止；使…解除 vi.离开；辞职；停止 n.离开；[计]退出 adj.摆脱了…的；已经了结的 n.(Quit)人
名；(英)奎特

4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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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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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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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5 rattlesnake 1 ['rætlsneik] n.[脊椎]响尾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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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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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8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459 recall 1 [ri'kɔ:l, 'ri:kɔ:l] vt.召回；回想起，记起；取消 n.召回；回忆；撤消

460 recalled 2 [rɪ'kɔː l] n. 回忆；取消；召回 vt. 召回；恢复；回想起；唤起；与 ... 相似

461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462 recor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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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recruiting 1 [rɪ'kru tː] v. 吸收(新成员)；征兵；招聘 n. 新成员；新兵

464 releasing 1 [rɪ'liː sɪŋ] n. 释放 动词releas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65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466 remote 1 [ri'məut] adj.遥远的；偏僻的；疏远的 n.远程

467 repor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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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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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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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0 reporter 1 [ri'pɔ:tə] n.记者

471 represents 1 [ˌreprɪ'zent] vt. 表现；表示；描绘；代表；象征；说明；阐明 vi. 提出异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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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3 requests 1 [rɪ'kwest] n. 请求；要求 vt. 请求；要求

474 researc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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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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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6 reserve 1 n.储备，储存；自然保护区；预备队；缄默；[金融]储备金 vt.储备；保留；预约 vi.预订 n.(Reserve)人名；(法)勒塞尔
夫

477 resignation 1 [,rezig'neiʃən] n.辞职；放弃；辞职书；顺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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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8 resistance 1 [ri'zistəns] n.阻力；电阻；抵抗；反抗；抵抗力

479 restart 1 [,ri:'stɑ:t, 'ri:stɑ:t] vi.[计]重新启动；重新开始 vt.[计]重新启动；重新开始 n.重新开始；返聘

480 retur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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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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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2 revealed 1 [ri'vi:ld] v.透露（reveal的过去式）；显示

483 right 2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484 roots 1 [ru tː] n. 根；根源；根本 v. 生根；扎根；根除

4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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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6 salmonella 1 [,sælmə'nelə] n.沙门氏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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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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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9 says 9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90 scaling 1 ['skeiliŋ] n.缩放比例；刮治术，[口腔]刮牙术；鳞片排列 v.剥落；刮鳞；生水垢（scale的ing形式）

491 scary 2 adj.（事物）可怕的；恐怖的；吓人的；（人）提心吊胆的；引起惊慌的；胆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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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3 schools 1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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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5 seal 1 [si:l] n.密封；印章；海豹；封条；标志 vt.密封；盖章 vi.猎海豹 n.(Seal)人名；(英)西尔

4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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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7 secret 2 ['si:krit] n.秘密；秘诀；机密 adj.秘密的；机密的 n.(Secret)人名；(法)塞克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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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9 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5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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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1 sensitive 1 adj.敏感的；感觉的；[仪]灵敏的；感光的；易受伤害的；易受影响的 n.敏感的人；有灵异能力的人

502 sets 1 n.[数]集合，设置（set的复数） v.放置（set单三形式）

503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504 shelves 2 [ʃelvz] n.架子（shelf的复数） v.装架（shel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505 shifted 1 [ʃɪft] v. 移动；改变；换挡；字型转换 n. 轮班；变化；移动；计谋；轮班职工

506 shortage 1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
507 shortages 2 ['ʃɔː tɪdʒɪz] 缺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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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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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0 shrank 1 [ʃræŋk] v.收缩（shrink的过去式）；缩小

511 shutdowns 1 n.关闭，倒闭( shutdown的名词复数 )

5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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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3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5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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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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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6 sites 1 [saɪt] n. 地点；位置；现场 vt. 使 ... 位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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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8 skill 1 [skil] n.技能，技巧；本领，技术 n.(Skill)人名；(瑞典)希尔

519 smoother 1 ['smuːðə] n. 路面整平机；修光工具

520 snapshot 1 ['snæpʃɔt] n.快照，快相；急射，速射；简单印象 vt.给…拍快照 vi.拍快照

521 so 6 ['səu, 弱 sə] adv.如此，这么；确是如此 conj.所以；因此 pron.这样 n.(So)人名；(柬)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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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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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3 soda 1 ['səudə] n.苏打；碳酸水 n.(Soda)人名；(意)索达；(日)曾田(姓)

524 sold 1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525 some 5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
>稍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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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7 somewhere 1 ['sʌmhwεə] adv.在某处；到某处 n.某个地方

528 specialty 2 ['speʃəlti] n.专业，专长；特产；特性；招牌菜 adj.特色的；专门的；独立的

529 spot 1 [spɔt] n.地点；斑点 vt.认出；弄脏；用灯光照射 vi.沾上污渍；满是斑点 adj.现场的；现货买卖的 adv.准确地；恰好

530 Springfield 1 ['spriŋfi:ld] n.斯普林菲尔德（美伊利诺斯州首府）

531 staffing 1 n. 安置职工；人员配备 动词staff的现在分词.

532 staple 1 ['steipl] n.主要产品；订书钉；主题；主食 adj.主要的，大宗生产的；常用的；纺织纤维的 vt.把…分级；钉住

533 started 3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34 Stat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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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5 statistics 1 [stə'tistiks] n.统计；统计学；[统计]统计资料

536 step 2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537 steps 2 n.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（=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）；台阶，步骤（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）

5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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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9 sto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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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0 stocks 1 [stɒks] 股票

541 stomachs 1 ['stʌmək] n. 胃；胃口；腹部 vt. 忍受；吃得下

542 store 2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543 student 1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544 study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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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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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6 sunlight 1 ['sʌnlait] n.日光 n.(Sunlight)人名；(英)森莱特

547 suppliers 1 n. 供应商；供应者

548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549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550 surprise 1 [sə'praiz] n.惊奇，诧异；突然袭击 vt.使惊奇；奇袭 adj.令人惊讶的

551 surprised 1 [sə'praizd] adj.感到惊讶的，出人意料的 v.使惊奇（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552 surprisingly 1 adv.惊人地；出人意料地

553 switches 1 [swɪtʃɪs] n. [计算机] DOS命令 : 允许从101键的键盘向后兼容；及将WINA20

554 tak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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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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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6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557 talent 2 ['tælənt] n.才能；天才；天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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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9 tenth 1 [tenθ] num.第十；十分之一 adj.十分之一的；第十个的

560 tested 1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
5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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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2 that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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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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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4 their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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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5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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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6 there 7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67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68 they 1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69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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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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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2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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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3 those 4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574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575 thousand 1 ['θauzənd] n.一千；一千个；许许多多 adj.成千的；无数的

576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577 three 3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5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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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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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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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1 to 3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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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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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3 tolerating 1 英 ['tɒləreɪt] 美 ['tɑ lːəreɪt] vt. 容许；忍受；容忍

584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585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5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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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7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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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9 trend 1 [trend] n.趋势，倾向；走向 vi.趋向，伸向 vt.使…趋向 n.(Trend)人名；(英)特伦德

590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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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2 ultimately 1 ['ʌltimətli] adv.最后；根本；基本上

593 unavailable 1 [ˌʌnə'veɪləbl] adj. 得不到的；没空的；不能利用的

594 unemployment 1 [,ʌnim'plɔimənt] n.失业；失业率；失业人数

595 unfilled 1 [ʌn'fɪld] adj. 空的；未填充的

596 unknown 1 ['ʌn'nəun] adj.未知的；陌生的，默默无闻的 n.未知数；未知的事物，默默无闻的人

597 untapped 1 [ʌn'tæpt] adj.未开发的；未使用的；塞子未开的

5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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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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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0 value 2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601 vandalize 1 ['vændəlaiz] vt.肆意毁坏；摧残（等于vandalise）

602 vanessa 1 [və'nesə] n.瓦内萨（女子名）

603 ve 5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6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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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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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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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7 Virginia 1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
608 voice 4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609 von 3 [vɔn] prep.（德）来自…的；用在姓前，表示贵族身份 n.(Von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冯；(柬)文

610 voters 1 ['vəʊtəz] 选民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6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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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2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
6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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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4 was 1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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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6 water 1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
6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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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8 w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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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9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
620 week 3 [wi:k] n.周，星期

621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622 welcoming 1 ['welkəm] vt. 欢迎 adj. 受欢迎的 n. 欢迎 int. 欢迎(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)

623 we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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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4 welled 1 [wel] adv. 很好地；相当地 int. 好吧；啊 adj. 健康的；良好的；适宜的 n. 井；源泉；楼梯井 v. 涌出

625 were 8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626 Weston 2 ['westən] n.韦斯顿标准电池；韦斯顿（姓氏）

627 w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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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8 wheat 1 [hwi:t] n.小麦；小麦色 n.(Wheat)人名；(英)惠特

629 when 4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6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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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1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632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6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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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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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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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6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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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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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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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0 wor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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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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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2 wor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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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3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644 year 5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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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6 yes 2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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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8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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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0 zip 1 n.拉链；活力，精力；尖啸声，撕裂声；一种程序压缩的档案文件格式 n.(Zip)兹普（人名） vi.拉开或拉上；以尖啸声行
进 vt.给...以速度；拉上或拉开拉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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