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5-17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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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bout 7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3 above 1 [ə'bʌv] prep.超过；在……上面；在……之上 adv.在上面；在上文 adj.上文的 n.上文

4 accounted 1 [ə'kɑʊntɪd] adj. 记账的；报告的 动词accou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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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cted 1 ['æktɪd] v. 行动；假装；表演；扮演；充当（动词a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7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8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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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dmits 1 [əd'mɪt] vt. 承认；允许进入；给…进入的权利；容纳 vi. 承认；允许进入；允许

11 after 4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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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ggressively 1 [ə'gresivli] adv.侵略地；攻击地；有闯劲地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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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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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larm 2 n.闹钟；警报，警告器；惊慌 vt.警告；使惊恐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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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lmost 3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9 alphabet 1 n.字母表，字母系统；入门，初步 n.Google创建的名为Alphabet的公司，改变Google原有公司架构，旨在使其当下主
要业务和长期投资项目间的区别更加清晰。

20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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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ltogether 1 [,ɔ:ltə'geðə] adv.完全地；总共；总而言之 n.整个；裸体

23 always 2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24 America 2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25 Ameri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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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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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nd 3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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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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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32 anytime 1 ['enitaim] adv.任何时候；无例外地

33 ar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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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ren 1 阿伦

35 argue 2 ['ɑgju:] vi.争论，辩论；提出理由 vt.辩论，争论；证明；说服 n.(Argue)人名；(英、法)阿格

36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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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assets 1 ['æset] n. 资产；优点；有用的东西

38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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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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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41 back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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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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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bags 1 n.[包装]包（bag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装入袋中（ba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43 bank 2 [bæŋk] n.银行；岸；浅滩；储库 vt.将…存入银行；倾斜转弯 vi.堆积；倾斜转弯 n.(B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)班克；(法、
匈)邦克

44 bankers 1 Bankers Publishing (Boston) 银行出版物(波士顿)

45 basically 1 ['beisikəli] adv.主要地，基本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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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48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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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beginning 2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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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ben 1 [ben] n.本（男子名）；（苏格兰）内室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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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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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biden 2 n. 拜登(姓氏)

56 big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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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bill 1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
58 bitcoin 1 点对点（peer-to-peer）基于网络的匿名数字货币

59 blame 1 ['bleim] vt.责备；归咎于 n.责备；责任；过失

60 blown 1 [bləun] adj.吹制的，吹出的；开花的，盛开的；喘气的 v.风吹（blow的过去分词） n.(Blown)人名；(英)布洛恩

61 blurring 1 [blɜ rːɪŋ] n. 模糊 动词blur的现在分词形式.

62 booming 1 ['bu:miŋ] adj.兴旺的，繁荣的；大受欢迎的 v.兴旺（boom的ing形式）；发出隆隆声

63 booty 1 ['bu:ti] n.战利品；赃物；获得之物 n.(Booty)人名；(英)布蒂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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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bottomed 1 adj.底的；（处于）底层的 v.给（鞋子）装底；查明…的原因；使到达底部（bottom的过去分词）

66 bounces 1 [baʊns] vi. 弹起；重新恢复；退票 vt. 使弹起；解雇；驱逐 n. 弹跳；弹力；活力

67 bridge 4 [bridʒ] n.桥；桥牌；桥接器；船桥 vt.架桥；渡过 n.(Bridge)人名；(英)布里奇

68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69 bunch 1 ['bʌntʃ] n.群；串；突出物 vi.隆起；打褶；形成一串 vt.使成一串；使打褶 n.(Bunch)人名；(英)邦奇

70 burger 1 n.汉堡包 n.(Burger)人名；(西)布尔赫尔；(法)比尔热；(英)伯格；(德、罗、捷、塞、匈)布格尔

71 business 4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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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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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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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cables 1 ['keɪbl] n. 电缆；缆；索；电报 v. 发电报；(通过电缆)交流；(用缆绳)固定

76 call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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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78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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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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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caused 2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82 central 2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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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Ceos 1 n.喀俄斯岛（希腊神话地名）

85 certainly 1 ['sə:tənli] adv.当然；行（用于回答）；必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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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certainty 1 ['sə:tənti] n.必然；确实；确实的事情

87 chain 3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
88 chairman 2 ['tʃεəmən] n.主席，会长；董事长

89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
90 Chambers 1 ['tʃeimbəz] n.钱伯斯（姓氏）

91 chances 1 英 [tʃɑːns] 美 [tʃæns] n. 可能性；机会；偶然性 v. 偶然发生；碰巧；冒 ... (的险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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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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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4 checkers 1 ['tʃekəz] n.西洋棋

95 cheeseburger 1 n.奶酪汉堡

96 chief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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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china 2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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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citizen 1 ['sitizən] n.公民；市民；老百姓

100 classic 1 ['klæsik] adj.经典的；古典的，传统的；最优秀的 n.名著；经典著作；大艺术家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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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closes 1 英 [kləʊs] 美 [kloʊs] v. 关；合拢；不开放；停业；结束；收盘；（使）缩小；牢牢握住或抓住；（使）靠拢；同意；短兵
相接 adj. 亲近的；近的；几乎的；闷热的；严密的；紧凑的；剪得很短的；守口如瓶的；吝啬的；势均力敌的 adv. 接近；
靠近；紧紧地 n. 死胡同；完结；结论

103 clouds 1 [k'laʊdz] n. 云；烟云 名词clou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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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cocktail 2 n.鸡尾酒；开胃食品 n.混合物 adj.鸡尾酒的

106 cold 1 [kəuld] adj.寒冷的；冷淡的，不热情的；失去知觉的 n.寒冷；感冒 adv.完全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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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combined 1 [kəm'baind] adj.结合的；[数]组合的 v.使结合；联合（combine的过去分词）

109 combines 1 [kəm'baɪn] v. 联合；使结合；结合 n. 集团；联合收割机；联合企业

110 come 2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111 comment 1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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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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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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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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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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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ngress 1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
118 consecutive 1 [kən'sekjutiv] adj.连贯的；连续不断的

119 consumer 1 [kən'sju:mə] n.消费者；用户，顾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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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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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contributed 1 [kən'trɪbju tː] vt. 捐助；投稿 vi. 投稿；贡献；是原因之一

123 control 2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124 converse 1 [kən'və:s] adj.相反的，逆向的；颠倒的 vi.交谈，谈话；认识 n.逆行，逆向；倒；相反的事物 n.(Converse)人名；(英)
康弗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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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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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could 4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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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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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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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cream 1 [kri:m] n.奶油，乳脂；精华；面霜；乳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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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crews 1 [kru ]ː n. 全体船员；全体乘务员；(一组)工作人员；划艇队员 v. 当船员；当机务人员

134 crisis 3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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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37 currency 1 ['kərənsi] n.货币；通货

138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139 curve 2 [kə:v] n.曲线；弯曲；曲线球；曲线图表 vt.弯；使弯曲 vi.成曲形 adj.弯曲的；曲线形的

140 cut 1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141 Czech 1 [tʃek] adj.捷克的，捷克人的，捷克语的 n.捷克人；捷克语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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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
144 decision 2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45 decreasing 1 [di'kri:siŋ] adj.渐减的 v.减少；缩减（decrease的ing形式）

146 deep 1 [di:p] n.深处；深渊 adj.深的；低沉的；深奥的 adv.深入地；深深地；迟 n.(Deep)人名；(英)迪普

147 definition 2 [,defi'niʃən] n.定义；[物]清晰度；解说

148 democrats 1 ['deməkræts] n.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.

149 depression 2 n.沮丧；忧愁；抑郁症；洼地；不景气；低气压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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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52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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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dismal 1 adj.凄凉的，忧郁的；阴沉的，沉闷的 n.低落的情绪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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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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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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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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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9 door 2 [dɔ:] n.门；家，户；门口；通道 n.(Door)人名；(英)多尔

160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161 dozen 1 ['dʌzən] n.十二个，一打 adj.一打的

162 drawn 1 [drɔ:n] adj.拔出的 v.画，绘图（draw的过去分词）

163 dreaded 1 ['dredɪd] adj. 令人畏惧的 dread的过去式、过去分词形式.

164 driving 1 ['draiviŋ] adj.强劲的；推进的；精力旺盛的 n.驾驶；操纵 v.驾驶（drive的ing形式）

165 drop 4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166 Dudley 1 ['dʌdli] n.达德利（姓氏）

167 dumping 1 ['dʌmpiŋ] n.倾销；倾泻 v.倾倒（dump的ing形式）

168 dumplings 1 ['dʌmplɪŋz] n. 饺子；汤圆；团子 名词dumpling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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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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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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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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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earth 1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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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175 eat 1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
176 economic 3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177 economist 1 [i'kɔnəmist] n.经济学者；节俭的人

178 economists 5 [ɪ'kɒnəmɪsts] 经济理论界

179 economy 13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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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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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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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ends 1 ['endz] n. 结束；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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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environment 2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186 equally 1 ['i:kwəli] adv.同样地；相等地，平等地；公平地

187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88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189 evangelists 1 n.圣经新约福音书的作者，福音传道者( evangelist的名词复数 )

190 even 2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191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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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194 expanding 1 英 [ɪks'pændɪŋ] 美 [ɪk'spændɪŋ] adj. 扩展的；扩充的 动词expand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95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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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exports 1 ['ekspɔː rts] n. 出口货；输出额 名词export的复数形式.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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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factors 1 英 ['fæktə(r)] 美 ['fæktər] n. 因素；因数；因子 vt. 把 ... 因素包括进去 vi. 作为因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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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202 fear 2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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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205 fed 3 v.喂养（feed过去式） abbr.联邦储备局（theFederalReserveSystem）

206 Federal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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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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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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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fellow 1 ['feləu] n.家伙；朋友；同事；会员 adj.同伴的，同事的；同道的 vt.使…与另一个对等；使…与另一个匹敌 n.(Fellow)人
名；(英)费洛

210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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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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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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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216 fin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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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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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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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fledged 1 [fledʒd] adj.成熟的；快会飞的；羽毛丰满的

220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21 footbridge 1 ['fut,bridʒ] n.[交]人行桥

222 for 1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23 forecasters 1 n.预报员( forecaster的名词复数 )

224 foreign 1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225 foreigners 1 英 ['fɒrənəz] 美 ['fɔ:rənəz] n. 外籍人员（名词foreigner的复数形式）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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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form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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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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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fragile 1 ['frædʒail] adj.脆的；易碎的

230 frenzy 1 ['frenzi] n.狂暴；狂怒；暴怒 vt.使发狂；使狂怒

231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32 fu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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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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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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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galloping 1 ['gæləpiŋ] adj.飞驰的；急性的 v.飞驰；急速进行（gallop的ing形式）

237 GDP 1 [ˌdʒiː diː 'piː ] abbr. (=gross domestic product)国内生产总值

238 George 1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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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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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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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glass 1 [glɑ:s, glæs] n.玻璃；玻璃制品；镜子 vt.反映；给某物加玻璃 vi.成玻璃状 n.(Gl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)格拉斯

243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244 go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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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golden 1 ['gəuldən] adj.金色的，黄金般的；珍贵的；金制的 n.(Golden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、德、瑞典)戈尔登

246 goo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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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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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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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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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gre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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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groove 1 [gru:v] n.[建]凹槽，槽；最佳状态；惯例 vt.开槽于 vi.形成沟槽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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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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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growth 2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257 guaranteed 1 ['gærən'tiː d] adj. 保证的；担保的 动词guarante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58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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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9 half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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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61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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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2 har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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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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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hav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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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266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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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he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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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healthy 1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
269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270 here 5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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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273 hiking 1 ['haikiŋ] n.徒步旅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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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hindsight 1 ['haindsait] n.后见之明；枪的照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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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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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hockey 1 ['hɔki] n.曲棍球；冰球 n.(Hockey)人名；(英)霍基

279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280 hopefully 1 ['həupfuli] adv.有希望地，有前途地

281 horizon 1 [hə'raizən] n.[天]地平线；视野；眼界；范围

282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283 housing 1 ['hausiŋ] n.房屋；住房供给；[机]外壳；遮盖物；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

284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285 humanitarian 1 [hju:,mæni'tεəriən] adj.人道主义的；博爱的；基督凡人论的 n.人道主义者；慈善家；博爱主义者；基督凡人论者

286 hundred 1 ['hʌndrəd] n.一百；许多 adj.一百的；许多的 num.百；百个

287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288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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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if 4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91 IMF 1 [ˌaɪem'ef] abbr.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=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)

292 in 3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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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3 income 1 ['inkʌm] n.收入，收益；所得

294 increasingly 2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
295 inflation 8 [in'fleiʃən] n.膨胀；通货膨胀；夸张；自命不凡

296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297 instructions 1 n.指令；说明（instruction的复数形式）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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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300 int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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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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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invasion 1 [in'veiʒən] n.入侵，侵略；侵袭；侵犯

303 investors 1 [ɪn'vestəz] 投资者

304 is 1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305 issu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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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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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6 it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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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its 10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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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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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jobs 4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311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312 jump 1 [dʒʌmp] n.跳跃；暴涨；惊跳 vt.跳跃；使跳跃；跳过；突升 vi.跳跃；暴涨；猛增 n.(Jump)人名；(英)江普

313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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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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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ken 1 n.视野范围，见地，知识范围

316 kids 1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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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knees 1 [niː ] n. 膝盖；膝关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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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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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322 last 6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持，够用；持久 vt.度过，拖过；使维持 adv.最后地；上次，最近；最后一点 n.(La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罗、瑞典)拉斯特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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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leaving 2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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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6 leg 1 [leg] n.腿；支柱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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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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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9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330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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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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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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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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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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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locations 1 英 [ləʊ'keʃəns] 美 [loʊ'keʃəns] n. 地点；位置；定位 名词location的复数形式.

338 lockdown 2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339 longest 2 ['lɔŋgist, 'lɔ:ŋ-] adj.最长的 n.(Longest)人名；(英)朗格斯特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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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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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looming 1 ['lu:miŋ] n.上现蜃景；庞视；幽影 adj.隐隐约约的；正在逼近的 v.逼近；隐约可见（loom的ing形式）

343 losing 1 ['lu:ziŋ] n.损失；失败 adj.输的；失败的；导致失败的 v.失去；损失（lose的ing形式）；错过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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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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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lurches 1 英 [lɜ tːʃ] 美 [lɜ rːtʃ] v. 突然倾斜；蹒跚地走；(突然感到恐怖或激动时心或胃)猛地一跳(或动) n. 举步蹒跚；突然倾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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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made 1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349 Maine 1 [mein] n.缅因州（美国州名）

350 mainly 1 ['meinli] adv.主要地，大体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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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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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makings 1 ['meɪkɪŋz] n. 要素 名词making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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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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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mascot 1 ['mæskət] n.吉祥物；福神（等于mascotte） n.(Mascot)人名；(法)马斯科

358 matters 1 ['mætəz] n. 事情 名词matt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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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maybe 2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361 mcdonald 9 n. 麦克唐纳（姓氏）

362 mcdonalds 1 n. 麦当劳（快餐品牌名）

363 meal 1 [mi:l] n.一餐，一顿饭；膳食 vi.进餐

364 meat 1 [mi:t] n.肉，肉类（食用）

365 met 1 [met] v.遇见（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et)人名；(瑞典)梅特

366 mid 1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
367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368 midterm 1 ['midtə:m] adj.期中的；中间的 n.期中考试

369 mile 1 [mail] n.英里；一英里赛跑；较大的距离 n.(Mile)人名；(塞、匈、法)米莱

370 military 1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371 milkshake 1 ['mɪlkʃeɪk] n. 奶昔
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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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missionary 1 ['miʃənəri] adj.传教的；传教士的 n.传教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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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monster 1 ['mɔnstə] n.怪物；巨人，巨兽；残忍的人 adj.巨大的，庞大的

376 month 4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3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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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Moscow 1 ['mɔskəu] n.莫斯科（俄罗斯首都）

379 motif 1 [məu'ti:f, mɔ-] n.主题；动机；主旨；图形；意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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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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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muscovite 1 ['mʌskəuvait] n.俄国人；莫斯科居民 adj.俄国人的；莫斯科居民的

384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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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nd 1 abbr.国债（NationalDebt）；国防（NationalDefence）；核装置（NuclearDevice）

387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388 neat 1 [ni:t] adj.灵巧的；整洁的；优雅的；齐整的；未搀水的；平滑的

389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90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391 nice 1 [nais] adj.精密的；美好的；细微的；和蔼的 n.(Nice)人名；(英)尼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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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2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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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novice 1 ['nɔvis] n.初学者，新手 n.(Novice)人名；(法)诺维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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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occurred 1 [ə'kɜːd] adj. 发生的 动词occu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97 of 3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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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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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oil 2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4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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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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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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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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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opened 1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
407 opens 1 英 ['əʊpənz] 美 ['oʊpənz] v. 打开 动词ope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408 operating 1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
409 operations 2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
410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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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ord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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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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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414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4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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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6 outlook 1 ['autluk, ,aut'luk] n.展望；观点；景色 vt.比……好看；用目光压倒 vi.朝外看

417 ov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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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overall 1 ['əuvərɔ:l, ,əuvə'rɔ:l] adj.全部的；全体的；一切在内的 adv.全部地；总的说来 n.工装裤；罩衫

419 package 2 ['pækidʒ] n.包，包裹；套装软件，[计]程序包 adj.一揽子的 vt.打包；将…包装

420 pandemic 3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421 partly 1 ['pɑ:tli] adv.部分地；在一定程度上

422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
4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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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payment 1 ['peimənt] n.付款，支付；报酬，报答；偿还；惩罚，报应

425 pedestrians 1 [pɪ'destrɪəns] n. 行人 名词pedestrian的复数形式.

426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427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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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perfect 1 ['pə:fikt, pə'fekt] adj.完美的；最好的；精通的 vt.使完美；使熟练 n.完成式 n.(Perfect)人名；(英)珀费克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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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pH 2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
431 picture 1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
4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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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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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34 plunged 1 [plʌndʒ] v. 使投入；跳入；栽进；下降，急降，突降 n. 投入；跳入

4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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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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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8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439 possibilities 1 英 [ˌpɒsə'bɪləti] 美 [ˌpɑːsə'bɪləti] n. 可能；可能性；可能的事情；潜在的价值

440 possibility 1 [,pɔsə'biləti] n.可能性；可能发生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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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Powell 1 ['pəuəl] n.鲍威尔（英国物理学家）

443 preparation 1 [,prepə'reiʃən] n.预备；准备

444 president 5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4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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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6 prices 3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
447 privileged 1 ['privilidʒd] adj.享有特权的；有特别恩典的 v.给予…特权；免除（privileg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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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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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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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prolonged 1 [prəu'lɔŋd, -'lɔ:-] adj.延长的；拖延的；持续很久的

452 promise 1 ['prɔmis] n.许诺，允诺；希望 vt.允诺，许诺；给人以…的指望或希望 vi.许诺；有指望，有前途

453 pulling 1 ['pʊlɪŋ] 动词pull的现在分词形式

454 puns 1 [pʌn] n. 双关语 vt. 说双关语

4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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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6 pushed 1 [puʃt] adj.处于窘境的；为难的；推挤现象的 v.推；挤；逼迫（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57 quarter 1 ['kwɔ:tə] n.四分之一；地区；季度；一刻钟；两角五分；节 vi.住宿；驻扎 vt.将…四等分；供某人住宿 num.四分之一

458 quarters 2 ['kwɔtə(r)z] n.住处；四分之一（quarter的复数）；营房 v.把…四等分；供…住宿（quarter的三单形式）

4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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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0 queuing 1 [kjʊɪŋ] n. 排队 动词queu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61 quickly 2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4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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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ra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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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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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5 rattle 1 ['rætl] vt.使发出咯咯声；喋喋不休；使慌乱，使惊慌 vi.喋喋不休地讲话；发出卡嗒卡嗒声 n.喋喋不休的人；吓吱声，格
格声 n.(Rattle)人名；(英)拉特尔

466 re 9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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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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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9 rebound 1 [,ri:'baund] n.回弹；篮板球 vi.回升；弹回 vt.使弹回 v.重新装订（reb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70 recession 15 [ri'seʃən] n.衰退；不景气；后退；凹处

471 recover 1 [ri'kʌvə] vt.恢复；弥补；重新获得 vi.恢复；胜诉；重新得球 n.还原至预备姿势 n.(Recover)人名；(西)雷科韦尔

472 recovery 3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
473 relief 1 n.救济；减轻，解除；安慰；浮雕

474 remember 2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
4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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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6 reporter 3 [ri'pɔ:tə] n.记者

477 republic 1 [ri'pʌblik] n.共和国；共和政体

478 resentfully 1 [ri'zentfuli] adv.充满愤恨地

479 reserv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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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0 response 1 [ri'spɔns] n.响应；反应；回答

481 restaurant 4 ['restərɔŋ, -rɔnt, -rənt] n.餐馆；[经]饭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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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2 restaurants 1 餐馆

483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484 retail 1 ['ri:teil] vt.零售；转述 vi.零售 n.零售 adv.以零售方式 adj.零售的 n.(Retail)人名；(法)勒塔伊

485 revenue 1 n.税收收入；财政收入；收益

4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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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risk 3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488 risky 1 ['riski] adj.危险的；冒险的；（作品等）有伤风化的

489 rogoff 1 罗戈夫

490 roll 1 [rəul] vt.卷；滚动，转动；辗 vi.卷；滚动；转动；起伏，摇晃 n.卷，卷形物；名单；摇晃 n.(Ro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
俄、罗、葡、捷、挪、西、瑞典)罗尔

491 Romans 4 ['rəumənz] n.《罗马书》（《圣经·新约》中的一卷）

4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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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3 roped 1 英 [rəʊp] 美 [roʊp] n. 绳索；一串；绞刑 v. 捆绑；说服（口）

494 row 1 [rəu] n.行，排；划船；街道；吵闹 vt.划船；使……成排 vi.划船；争吵 n.(Row)人名；(英)罗

495 rubles 1 n.卢布（ruble的复数，俄罗斯等国的货币单位）

4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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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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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8 Russia 9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499 Russians 1 n. 俄罗斯人

5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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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1 sales 1 [seilz] adj.销售的，售货的；有关销售的 n.销售（sale的复数）；销售额 n.(Sales)人名；(意、西、葡)萨莱斯；(法)萨勒；
(英)塞尔斯

502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5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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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4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505 scar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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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6 scenario 1 n.方案；情节；剧本；设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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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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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9 season 1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5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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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1 sector 1 ['sektə] n.部门；扇形，扇区；象限仪；函数尺 vt.把…分成扇形

512 sectors 1 ['sektəs] n. 扇区 名词sector的复数形式.

5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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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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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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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6 sells 1 [sel] v. 出售；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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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8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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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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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1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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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2 shake 11 vt.动摇；摇动；震动；握手 vi.动摇；摇动；发抖 n.摇动；哆嗦

523 shaking 2 ['ʃeikiŋ] n.震动，震惊；挥动，摇动 v.握手（shake的ing形式）；摇动；颤动

524 shaky 1 ['ʃeiki] adj.摇晃的；不可靠的；不坚定的

525 shape 1 [ʃeip] n.形状；模型；身材；具体化 vt.形成；塑造，使成形；使符合 vi.形成；成形；成长 n.(Shape)人名；(瑞典)沙佩

526 shaped 4 [ʃeipt] adj.合适的；成某种形状的；有计划的 vt.发展；成形（shape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

527 sharp 2 adj.急剧的；锋利的；强烈的；敏捷的；刺耳的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；突然地 n.尖头 vt.磨快；把音调升高 vi.升音演奏
n.(Sharp)人名；(英)夏普

528 shock 1 [ʃɔk] n.休克；震惊；震动；打击；禾束堆 vt.使休克；使震惊；使震动；使受电击；把…堆成禾束堆 vi.感到震惊；受到
震动；堆成禾束堆 adj.浓密的；蓬乱的 n.(Shock)人名；(英)肖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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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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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1 shrink 1 n.收缩；畏缩；<俚>精神病学家 vt.使缩小，使收缩 vi.收缩；畏缩

532 shrinking 1 [ʃrɪŋkɪŋ] adj. 畏缩的；犹豫不决的；收缩的 v. 萎缩，收缩（动词shrink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533 shut 1 [ʃʌt] vt.关闭；停业；幽禁 vi.关上；停止营业 n.关闭 adj.关闭的；围绕的 n.(Shut)人名；(俄)舒特；(中)室(广东话·威妥玛)

534 signed 1 [saind] adj.有符号的；已签字的；有正负之分的 v.署名；写下；预示；示意（sign的过去分词）

535 signs 1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5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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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7 six 4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538 slid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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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9 slowing 1 英 [sləʊɪŋ] 美 [sloʊɪŋ] n. 慢化；减速 动词slow的现在分词形式.

540 smile 1 [smail] vi.微笑 n.微笑；笑容；喜色 vt.微笑着表示 n.(Smile)人名；(塞)斯米莱

541 smiled 1 [s'maɪld] v. 微笑（动词smi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542 smiling 2 ['smailiŋ] adj.微笑的；欢快的

543 snarl 1 [snɑ:l] n.咆哮；怒骂；混乱 vi.咆哮；怒骂；缠结 vt.搞乱；咆哮着说；使…缠结

544 so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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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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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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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7 something 3 ['sʌmθiŋ] pron.某事；某物 n.重要的人；值得重视的事 adv.非常；有点；大约 adj.大约；有点象

548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549 sooner 1 ['su:nə] n.（美）抢先占有土地者（在政府开放西部前）

5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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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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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2 sounding 2 ['saundiŋ] n.音响；试探；测探水深 adj.发出声音的

553 sounds 1 ['saʊndz] n. 声音，响声（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） v. 听起来；感觉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发音（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
形式）

554 soup 1 [su:p] n.汤，羹；马力 vt.加速；增加马力

555 soviet 4 ['sauviət, 'sɔ-] adj.苏联的；苏维埃的；委员会的 n.苏维埃（代表会议）；委员会；代表会议

556 soviets 1 n. 布尔什维克；苏联人

557 spans 1 [spæn] n. 时期；跨度；间距 vt. 延续；横跨；贯穿；遍及；弥补 动词spin的过去式形式.

558 spending 3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5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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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0 stagflation 1 [stæg'fleiʃən] n.[经]滞胀，不景气状况下之物价上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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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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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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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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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5 steak 1 [steik] n.牛排；肉排；鱼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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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6 steam 1 [sti:m] vt.蒸，散发；用蒸汽处理 n.蒸汽；精力 vi.蒸，冒水汽 adj.蒸汽的

567 stick 1 vt.刺，戳；伸出；粘贴 vi.坚持；伸出；粘住 n.棍；手杖；呆头呆脑的人 n.(Stick)人名；(芬)斯蒂克

568 st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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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9 stocks 2 [stɒks] 股票

570 stores 1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571 storm 2 [stɔ:m] n.暴风雨；大动荡 vi.起风暴；横冲直撞；狂怒咆哮 vt.猛攻；怒骂 n.(Storm)人名；(瑞典)斯托姆；(德)施托姆；
(英、西、芬)斯托姆

572 stretches 1 [stretʃ] v. 伸展；延伸；张开；夸大 n. 伸展；张开；弹性；一段时间；<俚>刑期 adj. 可伸缩的

573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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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5 supported 1 [sə'pɔː tɪd] adj.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5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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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7 suspended 1 [sə'spendid] adj.悬浮的；暂停的，缓期的（宣判）

578 suspenseful 1 英 [səs'pensfəl] 美 [sə'spensfəl] adj. 悬疑的；令人紧张的

579 suspension 1 [sə'spenʃən] n.悬浮；暂停；停职

5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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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1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
5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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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83 talked 1 [tɔː k] v. 交谈；商讨；演讲；阐述；劝服 n. 谈话；会谈；讨论；讲话；空谈

5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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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5 tame 1 [teim] adj.驯服的；平淡的；乏味的；顺从的 vt.驯养；使变得平淡；制服 vi.变得驯服 n.(Tame)人名；(捷)塔梅

5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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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7 technical 1 ['teknikəl] adj.工艺的，科技的；技术上的；专门的

588 temporarily 1 ['tempərərili, ,tempə'rεə-] adv.临时地，临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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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0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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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1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592 that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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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3 the 9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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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5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596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5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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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8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99 they 8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600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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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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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3 this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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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4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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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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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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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8 to 3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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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09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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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0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611 took 2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612 tools 1 [tu lː] n. 工具，用具（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）；器具

613 to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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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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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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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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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7 treating 1 [triː tɪŋ] n. 处理 动词treat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618 tries 1 [traɪ] v. 试验；尝试；设法；努力；审判；考验 n. 尝试；试验；（橄榄球）持球触地得分

619 trillion 1 ['triljən] n.[数]万亿 adj.万亿的 num.[数]万亿

620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621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
622 trump 1 [trʌmp] n.王牌；法宝；喇叭 vt.胜过；打出王牌赢 vi.出王牌；吹喇叭 n.(Trump)人名；(英)特朗普

623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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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5 two 6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626 Ukraine 4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627 uncertain 1 [,ʌn'sə:tən] adj.无常的；含糊的；靠不住的；迟疑不决的

628 under 2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629 unemployment 3 [,ʌnim'plɔimənt] n.失业；失业率；失业人数

630 unfamiliar 1 [,ʌnfə'miljə] adj.不熟悉的；不常见的；没有经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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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2 uniform 1 ['ju:nifɔ:m] adj.统一的；一致的；相同的；均衡的；始终如一的 n.制服 vt.使穿制服；使成一样

633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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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5 unlike 1 [,ʌn'laik] adj.不同的，不相似的 prep.和…不同，不像

636 unpredictable 1 [,ʌnpri'diktəbl] adj.不可预知的；不定的；出乎意料的 n.不可预言的事

637 up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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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8 upcoming 1 ['ʌp,kʌmiŋ] adj.即将来临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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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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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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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2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643 valley 1 ['væli] n.山谷；流域；溪谷 n.(Valley)人名；(英)瓦利；(法)瓦莱

644 ve 4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645 very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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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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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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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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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9 viewers 1 ['vjuːəz] n. 观看者；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.

650 vision 1 n.视力；美景；眼力；幻象；想象力；幻视（漫威漫画旗下超级英雄） vt.想象；显现；梦见

651 voice 1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652 wages 1 ['weɪdʒɪz] n. 工资；报酬；代价 名词wage的复数；动词wag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653 war 2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654 warn 1 [wɔ:n] vt.警告，提醒；通知 vi.发出警告，发出预告 n.(Warn)人名；(英)沃恩；(德)瓦恩

655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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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56 wasn 1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
657 waterboro 1 n. 沃特伯勒(在美国；西经 70º44' 北纬 43º33')

6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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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9 w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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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0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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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2 wendy 1 ['wendi] n.温迪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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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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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5 when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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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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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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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8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669 why 3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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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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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2 winter 1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
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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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4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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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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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7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6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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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9 worst 1 [wə:st, 'wə:st] adj.最差的，最坏的；最不利的；效能最低的 n.最坏；最坏的时候 adv.最坏地；最不利地 n.(Worst)人名；
(英、德)沃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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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1 year 5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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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3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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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5 you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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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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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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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8 zeal 1 [zi:l] n.热情；热心；热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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