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04-08 词汇表
able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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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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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ccept 1 [ək'sept] vt.接受；承认；承担；承兑；容纳 vi.承认；同意；承兑
4 access 2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5 accounts 5 [ə'kaʊnts] n. 帐目；叙述；账户；客户，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.
6 active 1 ['æktiv] adj.积极的；活跃的；主动的；有效的；现役的 n.主动语态；积极分子
7 actor 1 ['æktə] n.男演员；行动者；作用物
8 actually 2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9 addresses 1 [ə'dres] n. 住址；网址；电子邮箱地址；称呼；致词；讲话；演讲；谈吐 v. 称呼；发表演说；提出；写地址；处理
10 affected 1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1 ago 3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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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 alive 1 [ə'laiv] adj.活着的；活泼的；有生气的
14 all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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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 allowed 2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16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17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18 amongst 1 [ə'mʌŋst] prep.在…之中；在…当中（等于among）
19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20 an 1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1 analysts 1 ['ænəlɪsts] n. 分析员 名词analyst的复数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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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 and 3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24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25 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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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 apiary 1 ['eipjəri] n.蜂房；养蜂场
27 apiculture 1 ['eipikʌltʃə] n.养蜂（业）
28 apparently 1 [ə'pærəntli] adv.显然地；似乎，表面上
29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30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1 appearing 1 [ə'piəriŋ] n.[印刷]版面高度 v.出现，显得（appear的ing形式）
32 appreciated 1 [ə'priːʃieɪt] vt. 欣赏；赏识；感激；领会；意识到 vi. 增值
33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34 Arabia 1 [ə'reibiə] n.阿拉伯半岛（亚洲西南部，等于ArabianPeninsula）
35 ar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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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 around 6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37 arrived 1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8 art 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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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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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artist 5 ['ɑ:tist] n.艺术家；美术家（尤指画家）；大师
40 artists 11 英 ['a:tists] 美 ['ɑ:tists] n. 艺术家（名词artist的复数形式）
41 artwork 2 ['ɑ:twə:k] n.艺术品；插图；美术品
42 as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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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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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sks 1 英 [ɑːsk] 美 [æsk] v. 询问；请求；邀请；要求；开价；期待
45 associated 1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6 associating 1 英 [ə'səʊʃieɪt] 美 [ə'soʊʃieɪt] vt. 联想；联合 n. 伙伴；同事；同伴 adj. 副的；共事的；有联系的 n. 准学士学位获得者 vi.
44

交往
47

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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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attacks 1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49 auction 2 ['ɔ:kʃən] vt.拍卖；竞卖 n.拍卖
50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51 back 2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后
4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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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iley 2 ['beili] n.城壁，外栅；城堡外庭 n.(Bailey)人名；(英)贝利，贝莉(女名)；(葡)拜莱；(西)贝利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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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 basically 1 ['beisikəli] adv.主要地，基本上
55 be 1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56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57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58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59 bee 1 [bi:] n.蜜蜂，蜂；勤劳的人 n.(Bee)人名；(赤几)贝埃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美；(英)比(女子教名Beatrix和Beatrice的昵称)
60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61 bees 7 ['biːz] 蜜蜂
62 beeswax 1 ['bi:zwæks] vt.涂蜜蜡 n.蜂蜡
63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64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65 below 1 [bi'ləu] adv.在下面，在较低处；在本页下面 prep.在…下面 n.(Below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贝洛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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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

特

big 2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68 billion 2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69 bios 1 ['baiɔs] abbr.基本输入/输出系统BasicInput/OutputSystem） n.(Bios)人名；(法)比奥斯
70 birthdays 1 n.生日( birthday的名词复数 )
71 bitcoin 1 点对点（peer-to-peer）基于网络的匿名数字货币
72 block 1 n.块；街区；大厦；障碍物 vt.阻止；阻塞；限制；封盖 adj.成批的，大块的；交通堵塞的 n.(Blo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
67

德、西、葡、芬、罗)布洛克

blowing 1 ['bləuiŋ] n.吹制；吹气法 v.吹；鼓风（blow的现在分词）；充气
74 bonnet 1 ['bɔnit] n.[机]阀盖；软帽 vt.给…装上罩；给…戴上帽子 n.(Bonnet)人名；(英)邦尼特；(法、意)博内；(德、西、葡、捷)
73

邦内特

boom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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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6 but 7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77 by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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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8 called 1 [kɔːl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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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9 can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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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5

的）食品罐头

car 3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81 carbon 2 ['kɑ:bən] n.[化学]碳；碳棒；复写纸 adj.碳的；碳处理的 n.(Carbon)人名；(西)卡尔翁；(法)卡尔邦；(英)卡本
82 card 2 [kɑ:d] n.卡片；纸牌；明信片 vt.记于卡片上 n.(Card)人名；(英)卡德
83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84 Carlos 2 ['ka:lɔs] n.卡洛斯（男子名）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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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6 chain 1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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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ange 3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88 channel 1 vt.引导，开导；形成河道 n.通道；频道；沟渠；海峡
89 christie 1 ['kristi] n.克里斯蒂（姓氏）；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旧称
90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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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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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nn 7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93 colleagues 1 英 ['kɒliːɡ] 美 ['kɑːliːɡ] n. 同事
94 comb 1 [kəum] n.梳子；蜂巢；鸡冠 vt.梳头发；梳毛 vi.（浪）涌起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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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6 comp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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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7 compromised 1 adj.妥协的；妥协让步的，缺乏抵抗力的 vt.妥协；连累（compromise的过去分词）
98 computer 2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99 consumers 1 [kən'sjuːməs] n. 顾客 名词consumer的复数形式.
100 consumes 1 英 [kən'sjuːm] 美 [kən'suːm] v. 消耗；吃喝；毁灭
101 controversy 1 ['kɔntrə,və:si] n.争论；论战；辩论
102 conversation 1 n.交谈，会话；社交；交往，交际；会谈；（人与计算机的）人机对话
103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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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5 could 4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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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2

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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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8 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109 crazy 1 ['kreizi] adj.疯狂的；狂热的，着迷的
110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111 created 1 [kri'ː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112 creates 1 [kri'ːeɪts] n. 创立 创建.
113 credi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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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4 criminals 1 [k'rɪmɪnlz] 罪犯
115 crypto 2 ['kriptəu] n.秘密赞同者；秘密党员
116 current 2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107

特

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118 cyber 3 ['saɪbə] pref. 电脑的；网络的
119 data 2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120 database 1 ['deitəbeis] n.数据库，资料库
121 debate 1 [di'beit] vt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vi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n.辩论；辩论会
122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123 defenders 1 [dɪ'fendəz] 后卫
124 deserve 1 [di'zə:v] vi.应受，应得 vt.应受，应得
125 deserves 1 英 [dɪ'zɜːv] 美 [dɪ'zɜːrv] vt. 应受；值得
126 designer 3 [di'zainə] n.设计师；谋划者 adj.由设计师专门设计的；享有盛名的；赶时髦的
127 details 2 n.细节（detail的复数）；详细资料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三单形式）
128 detractor 1 [di'træktə] n.贬低者；诽谤者
129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130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131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1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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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igital 16 ['didʒitəl] adj.数字的；手指的 n.数字；键
133 digitally 1 ['didʒitəli] adv.数位
134 do 1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132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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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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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6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137 don 3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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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5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download 1 [,daʊn'lod] vt.[计]下载
140 dozens 2 ['dʌznz] n. 几十；许多
141 drawing 1 ['drɔ:iŋ] n.图画；牵引；素描术 v.绘画；吸引（draw的ing形式）；拖曳
142 dream 2 [dri:m] vi.梦想；做梦，梦见；想到 n.梦想，愿望；梦 vt.梦想；做梦；想到 adj.梦的；理想的；不切实际的
143 dreaming 1 ['dri:miŋ] adj.有梦想的 v.做梦（dream的ing形式）
144 duty 1 ['dju:ti, 'du:-] n.责任；[税收]关税；职务 n.(Duty)人名；(英)迪蒂
145 early 2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146 ease 1 [i:z] vt.减轻，缓和；使安心 n.轻松，舒适；安逸，悠闲 vi.减轻，缓和；放松；灵活地移动
147 electricity 2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148 email 1 ['i:'meil] n.电子信函 vt.给…发电子邮件 n.(Email)人名；(法)埃马伊
149 en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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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0 enervate 1 vt.使衰弱，使失去活力 adj.衰弱的，无力的
151 engage 1 vt.吸引，占用；使参加；雇佣；使订婚；预定 vi.从事；参与；答应，保证；交战；啮合
152 Englewood 1 ['eŋgl,wud] n.恩格尔伍德（美国一城市）
153 enormous 1 [i'nɔ:məs] adj.庞大的，巨大的；凶暴的，极恶的
154 ensure 1 [in'ʃuə] vt.保证，确保；使安全
155 epicurean 1 [,epikjuə'ri:ən] adj.享乐主义的；伊比鸠鲁（学派）的 n.享乐主义者；美食家
156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157 estimate 1 ['estimeit] vi.估计，估价 n.估计，估价；判断，看法 vt.估计，估量；判断，评价
158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59 eth 1 abbr.ETH，以太坊（Ethereum） abbr.ETH，埃塞俄比亚全国运动联合会（NationalEthiopianSportsConfederation）
160 ether 1 ['i:θə] n.乙醚；[有化]以太；苍天；天空醚
161 ethics 1 ['eθiks] n.伦理学；伦理观；道德标准
162 ever 2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163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164 everything 2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165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166 excelsior 1 [ek'selsiɔ:, ik'selsiə] adj.精益求精的；不断向上的 n.细刨花 n.(Excelsior)人名；(法)埃克塞尔西奥
167 exciting 1 [ik'saitiŋ] adj.令人兴奋的；使人激动的 v.激动；刺激（excite的ing形式）；唤起
168 existed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169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139

佩

experts 1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171 exploded 1 [ik'spləudid] adj.爆炸了的；分解的；被破除的 v.爆炸（explode的过去分词）
172 exploit 1 ['eksplɔit, ik's-] vt.开发，开拓；剥削；开采 n.勋绩；功绩
173 explore 1 [ik'splɔ:] vt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 vi.探索；探测；探险
174 explosion 1 n.爆炸；爆发；激增 n.（Explosion）《引爆者》（一部中国动作、犯罪电影）。
175 extractor 1 n.抽出器,拔取的人,抽出者[计]抽取字;析取字[化]抽提塔;浸取器;萃取器[医]拔出器,取出器,提取器
176 eyes 1 n.眼睛（eye的复数） n.(Eyes)人名；(英)艾斯
170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facebook 10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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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177

(英)法克特

fad 1 [fæd] n.时尚；一时的爱好；一时流行的狂热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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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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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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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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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4 fierce 1 [fiəs] adj.凶猛的；猛烈的；暴躁的 n.(Fierce)人名；(英)菲尔斯
185 fight 2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186 files 1 [faɪlz] n. [计算机] DOS命令 : 设置允许同时打开的最多文件数 名词file的复数形式.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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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8 fin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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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9 finite 1 ['fainait] adj.有限的；限定的 n.有限之物
190 fire 1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开
179

枪；激动；烧火

firefighter 2 ['faiəfaitə] n.消防队员
192 fir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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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1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irsthand 1 ['fə:st'hænd] adj.直接的；直接采购的；直接得来的 adv.直接地
194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195 fixed 3 adj.确定的；固执的；<美口>处境...的；准备好的 v.修理（过去式）
196 flaw 4 n.瑕疵，缺点；一阵狂风；短暂的风暴；裂缝，裂纹 v.使生裂缝，使有裂纹；使无效；使有缺陷 vi.生裂缝；变的有缺陷
197 footprint 1 ['futprint] n.足迹；脚印
198 for 2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99 form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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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93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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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2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203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204 fueled 1 [fjuːədl] adj. 燃料的 动词fu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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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0
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fun 1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207 fungible 2 ['fʌndʒibl] adj.代替的；可取代的 n.代替物
208 galleries 1 ['ɡælərɪz] n. 美术馆；作品展 名词gallery的复数形式.
209 gallery 1 ['gæləri] n.画廊；走廊；旁听席；地道 vt.在…修建走廊；在…挖地道 vi.挖地道 n.(Gallery)人名；(英)加勒里
210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211 GIF 1 [dʒif] abbr.可交换的图像文件（GraphicInterchangeFormat）
212 g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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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6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goe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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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4 going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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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213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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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6 graphic 2 ['græfik] adj.形象的；图表的；绘画似的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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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8 grocery 1 ['grəusəri] n.食品杂货店 食品杂货
219 growing 3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215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guaranteed 1 ['gærən'tiːd] adj. 保证的；担保的 动词guarante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21 hack 1 vt.砍，猛踢 vi.砍，非法侵入（他人计算机系统） n.雇佣文人；杂务人员；砍 n.(Hack)人名；(英、西、芬、阿拉伯、毛
220

里求)哈克；(法)阿克

hacker 2 ['hækə] n.电脑黑客，企图不法侵入他人电脑系统的人 n.(Hacker)人名；(英)哈克
223 hackers 3 ['hækərz] 黑客
224 hacking 1 ['hækiŋ] adj.骑马的 v.砍；出租（hack的ing形式） n.(Hacking)人名；(英)哈金
225 had 3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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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22
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hanging 1 ['hæŋiŋ] n.悬挂；绞刑；帘子，幔帐 adj.悬挂着的 v.悬挂（hang的ing形式）
228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29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230 harvest 1 ['hɑ:vist] n.收获；产量；结果 vt.收割；得到 vi.收割庄稼
231 has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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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2 have 10 [hæv, 弱həv, əv, v] vt.有；让；拿；从事；允许 aux.已经 n.(Have)人名；(芬)哈韦；(德)哈弗
233 h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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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4 help 1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227

普

hi 1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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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5

名；(英)海伊

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238 his 6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239 historic 2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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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1 hives 1 [haivz] n.蜂巢，蜂房（hive的复数）；[皮肤]荨麻疹；假膜性喉头炎 v.使（蜜蜂）入蜂箱（hi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
237

(Hives)人名；(匈)希韦什；(英)海夫斯

honest 1 ['ɔnist] adj.诚实的，实在的；可靠的；坦率的
243 honey 1 ['hʌni] n.蜂蜜；宝贝；甜蜜 adj.甘美的；蜂蜜似的 vt.对…说甜言蜜语；加蜜使甜 vi.奉承；说甜言蜜语 n.(Honey)人名；
242

(英)霍尼
24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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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house

how 4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246 hubs 1 中枢
247 hundreds 3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248 id 1 [id] n.遗传素质；本能冲动 n.(Id)人名；(阿拉伯)埃德；(芬)[心理]伊德
249 identity 2 [ai'dentəti] n.身份；同一性，一致；特性；恒等式
250 if 4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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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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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53 impossible 1 [im'pɔsəbl] adj.不可能的；不可能存在的；难以忍受的；不真实的 n.不可能；不可能的事
254 in 3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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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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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inaudible 3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256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257 infinitely 1 ['infinitli] adv.无限地；极其
258 info 2 ['infəu] n.信息；情报
259 information 6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260 interacted 1 [ˌɪntər'ækt] vi. 相互作用；相互联系；相互影响；互动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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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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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to 2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263 Ireland 1 ['aiəland] n.爱尔兰
264 is 3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265 it 3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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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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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267 Jason 1 ['dʒeisən] n.詹森（男子名）
268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266
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jon 1 [dʒɔn] n.乔恩（男子名）
270 jus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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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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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keeper 1 ['ki:pə] n.监护人；饲养员；看守人；管理人
272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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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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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5 knew 2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276 know 9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277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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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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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eads 2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280 leaked 1 [liːkt] adj. 漏的 动词lea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281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282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283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284 life 3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285 lik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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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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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79

(俄)利涅

literally 1 adv.照字面地；逐字地；不夸张地；正确地；简直
288 live 2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289 lives 2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290 living 2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287

(英)利文

ll 3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292 London 2 ['lʌndən] n.伦敦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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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1
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29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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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5

lot 4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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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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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6
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29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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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ke

making 3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300 male 8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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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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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303 marcial 10 马西亚尔
304 market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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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5 massive 1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306 match 1 [mætʃ] vt.使比赛；使相配；敌得过，比得上；相配；与…竞争 vi.比赛；匹配；相配，相称；相比 n.比赛，竞赛；匹
302

配；对手；火柴

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308 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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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9 mean 1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310 means 3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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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2 Mexico 2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313 Miami 1 n.迈阿密（美国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市）
314 microsoft 2 ['maikrəusɔft] n.微软公司（全球知名的PC软件主要厂商）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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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6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317 million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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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8 millions 3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319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320 modem 1 ['məudem] n.调制解调器（等于modulator-demodulator）
321 moment 2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322 money 3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323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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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07

以)莫雷
32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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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ost

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327 muc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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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8 my 5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329 myself 1 [mai'self] pron.我自己；我亲自；我的正常的健康状况和正常情绪
330 names 1 [neɪmz] n.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.
331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332 needed 1 ['niː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33 never 3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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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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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6 NFT 7 neurofibrillary tangle 神经纤维缠结, 神经原纤维紊乱, nitrazine fern test 硝嗪蕨试验
337 nfts 8 Naval Flight Training School 海军飞行训练学校
338 Nigerian 1 [nai'dʒiəriən] n.尼日利亚人 adj.尼日利亚的；尼日利亚人的
339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340 no 5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341 non 2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342 normal 1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343 not 10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44 noticed 1 ['nəʊtɪst] v. 注意，通知，留意（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45 now 10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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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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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umbers 6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348 obviously 1 ['ɔbviəsli] adv.明显地 显然地
349 of 5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50 off 5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351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352 Ohio 1 [əu'haiəu] n.俄亥俄州（美国一个州）
353 O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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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7

着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355 on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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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6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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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8 onto 1 ['ɔntu, -tə] prep.在…之上；对…了解；映射到…上 adj.映射的；自身的；映成的
359 open 2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360 options 2 ['ɒpʃnz] 选择；选择权,名词option的复数形式
361 o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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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2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363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364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365 ou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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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4

灭；驱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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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7 ownership 1 ['əunəʃip] n.所有权；物主身份
368 owns 1 英 [əʊn] 美 [oʊn] adj. 自己的；特有的 n. 自己的东西 v. 承认；拥有
369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370 pain 1 [pein] n.疼痛；努力 vt.使…痛苦；使…烦恼 vi.感到疼痛；引起疼痛 n.(Pain)人名；(意)帕因；(俄)派因；(法)潘；(英)佩因
371 paint 1 vt.油漆；绘画；装饰；涂色于；描绘；（用语言，文字等）描写；擦脂粉等 vi.油漆；描绘；绘画；化妆 n.油漆；颜
366

料，涂料；绘画作品；胭脂等化妆品；色彩，装饰 n.潘（人名）

pandemic 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373 part 1 n.部分；角色；零件；一些；片段 vt.分离；分配；分开 vi.断裂；分手 adv.部分地 adj.部分的 n.(Part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帕
372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rticipate 1 vi.参与，参加；分享 vt.分享；分担 [过去式participated过去分词participated现在分词participating]
375 participating 1 [pɑː'tɪsɪpeɪtɪŋ] adj. 一起参加的
376 password 1 ['pɑ:swə:d, 'pæs-] n.密码；口令
3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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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8 paying 1 ['pei'ŋ] adj.支付的；赢利的；合算的 n.支付；填缝；放送绳链 v.支付；报答（pay的ing形式）
379 people 9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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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1 personal 3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382 personally 1 ['pə:sənəli] adv.亲自地；当面；个别地；就自己而言
383 pH 1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384 phone 2 [fəun] n.电话；耳机，听筒 vt.打电话 vi.打电话 n.(Phone)人名；(老、缅)蓬
385 photoshop 1 英 ['fəʊtəʊʃɒp] 美 ['foʊtoʊʃɑːp] 著名图象处理软件, 美国ADOBE公司出品
386 piece 4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387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388 porch 1 [pɔ:tʃ] n.门廊；走廊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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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0 posted 1 英 ['pəʊstɪd] 美 ['poʊstɪd] adj. 有职位的；消息灵通的；发布的 动词po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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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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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price 1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393 priced 1 [praist] adj.[物价]附有定价的 v.给…定价（price的过去分词）
3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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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2
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396 producer 1 [prəu'dju:sə] n.制作人，制片人；生产者；发生器
397 professional 2 [prə'feʃənəl] adj.专业的；职业的；职业性的 n.专业人员；职业运动员
398 property 1 ['prɔpəti] n.性质，性能；财产；所有权
399 prove 1 [pru:v] vt.证明；检验；显示 vi.证明是
400 proves 1 [pruːv] v. 证明；检验；结果是；发酵
401 public 1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402 pull 1 [pul] vt.拉；拔；拖 vi.拉，拖；拔 n.拉，拉绳；拉力，牵引力；拖 n.(Pull)人名；(法)皮尔；(德、瑞典)普尔
403 purely 1 ['pjuəli] adv.纯粹地；仅仅，只不过；完全地；贞淑地；清洁地
404 queen 1 [kwi:n] n.女王，王后；（纸牌中的）皇后；（蜜蜂等的）蜂王 vt.使…成为女王或王后 vi.做女王 n.(Queen)人名；(英)奎
395

因

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406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407 randomly 1 adv.随便地，任意地；无目的地，胡乱地；未加计划地
408 rarified 1 英 ['reərɪfaɪd] 美 ['rerəˌfaɪd] adj. 稀薄的；机密的；崇高的 =rarefied.
409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410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405

人名；(英)雷迪

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412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413 relationship 1 [ri'leiʃənʃip] n.关系；关联
414 reminder 1 [ri'maində] n.暗示；提醒的人/物；催单
415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416 resulted 1 [rɪ'zʌlt] n. 结果；成果；答案；成绩；(足球比赛)赢 v. 产生；致使
417 rewards 1 [rɪ'wɔːdz] n. 奖励 名词reward的复数形式.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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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11

人名；(英)赖特

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420 royalties 2 ['rɔɪəltɪz] n. 版税 名词royalty的复数形式.
4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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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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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9

名；(英)拉什
42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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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ale 1 [seil] n.销售；出售；拍卖；销售额；廉价出售 n.(Sa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瑞典)萨莱；(英、萨摩)塞尔；(法)萨尔
425 sal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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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424

(英)塞尔斯
426

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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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ame

sarlin 10 萨尔兰
428 saudi 1 adj.沙特阿拉伯（人或语）的； n.沙特阿拉伯人 n.SaudiArabianAirlines的简称，沙特阿拉伯航空
429 saves 1 [seɪv] v. 救；节省；保存 n. 救援，救助
430 say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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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27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32 scarcity 2 ['skεəsəti] n.不足；缺乏
4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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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cene 1 [si:n] n.场面；情景；景象；事件
434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435 screeching 1 ['skri:tʃiŋ] n.尖叫；[动力]发动机啸声 v.发出尖利刺耳的声音（screech的ing形式）
4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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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33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condary 1 ['sekəndəri] adj.第二的；中等的；次要的；中级的 n.副手；代理人
438 security 5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439 see 2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440 seeing 2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441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442 select 1 [si'lekt] vt.挑选；选拔 adj.精选的；挑选出来的；极好的 vi.挑选 n.被挑选者；精萃
443 s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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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437

瑞典)塞尔

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4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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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4
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447 shaken 1 ['ʃeikən] v.摇动，动摇（shake的过去分词） n.(Shaken)人名；(俄)沙肯
448 sh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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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9 shared 1 英 [ʃeəd] 美 [ʃerd] adj. 共享的；共用的 v. 分享，共享；分配；共有（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50 sharing 1 英 ['ʃeərɪŋ] 美 ['ʃerɪŋ] n. 共享；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.
451 shelf 1 n.架子；搁板；搁板状物；暗礁
452 shoppers 1 n.购物者（shopper复数）
453 shopping 1 ['ʃɔpiŋ] n.购物，买东西 v.购物（shop的ing形式）
454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455 should 3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456 shout 1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457 sh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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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46

肖

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459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460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461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462 s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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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3 social 2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464 software 1 ['sɔftwεə, 'sɔ:-] n.软件
4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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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6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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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8

>稍微

someone 4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468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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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9 somewhere 1 ['sʌmhwεə] adv.在某处；到某处 n.某个地方
470 son 1 [sʌn] n.儿子；孩子（对年轻人的称呼）；男性后裔 n.(Son)人名；(土、老、柬)松；(法、罗)索恩；(日)存(名)；(日)孙
467

(姓)；(越)山

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472 speaking 1 ['spi:kiŋ] adj.演讲的；富于表情的，雄辩的 n.说话；演讲 v.讲（speak的ing形式）
473 spent 1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474 stage 1 [steidʒ] n.阶段；舞台；戏剧；驿站 vt.举行；上演；筹划 vi.举行；适于上演；乘驿车旅行 n.(Stage)人名；(英)斯特奇
475 stamp 1 [stæmp] n.邮票；印记；标志；跺脚 vt.铭记；标出；盖章于…；贴邮票于…；用脚踩踏 vi.跺脚；捣碎；毁掉 n.(Stamp)
471

人名；(德)施坦普；(英)斯坦普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started 1 [s'tɑːt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77 starting 1 ['stɑːt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478 stated 1 ['steitid] adj.规定的；阐明的；定期的 v.规定（state的过去分词）；陈述；阐明
479 status 1 n.地位；状态；情形；重要身份
4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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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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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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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tory 1 ['stɔ:ri] n.故事；小说；新闻报道；来历；假话 vt.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.说谎 n.(Story)人名；(英)斯托里
483 struggling 1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484 stuff 1 [stʌf] n.东西；材料；填充物；素材资料 vt.塞满；填塞；让吃饱 vi.吃得过多
485 subscribing 1 [səb'skraɪb] vt. 订阅；签名；支持；捐赠；同意
486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487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488 swarm 3 [swɔ:m] vi.挤满；成群浮游；云集 n.蜂群；一大群 vt.挤满；爬
489 swing 1 [swiŋ] n.摇摆；摆动；秋千；音律；涨落 vi.摇摆；转向；悬挂；大摇大摆地行走 vt.使旋转；挥舞；悬挂 adj.旋转的；悬
482

挂的；强节奏爵士音乐的 n.(Sw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斯温

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491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4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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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0

的）售得金额

tape 2 [teip] n.胶带；磁带；带子；卷尺 vt.录音；用带子捆扎；用胶布把…封住 vi.用磁带录音 n.(Tape)人名；(英)泰普
4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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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5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496 te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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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3

拉伯)塔勒

temporary 1 ['tempərəri] adj.暂时的，临时的 n.临时工，临时雇员
498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4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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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7
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501 that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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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2 the 7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503 theft 1 [θeft] n.盗窃；偷；赃物
504 their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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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5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506 there 5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507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508 they 10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509 thieves 1 [θi:vz] n.小偷（thief的复数） n.(Thieves)人名；(德)蒂费斯
510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511 this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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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2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13 thousands 2 ['θaʊzndz] n. 数千
514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515 thrives 1 [θraɪv] vi. 兴旺；繁荣；茁壮成长
516 tim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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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0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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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17

to

518

toda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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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token 3 ['təukən] n.表征；代币；记号 adj.象征的；表意的；作为对某事的保证的 vt.象征；代表
520 tokens 4 英 ['təʊkən] 美 ['toʊkən] n. 象征；标志；纪念品；代币；代价券；[语言学]语言符号 adj. 象征性的；装样子的
521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522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5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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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9
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524

1 [treɪd] n. 贸易；交易；行业；同行；顾客；营业额；交易量 v. 做生意；从事贸易；购物；营业；(在证券交易所)交
易；交换

traded

traditional 3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526 transaction 1 [træn'zækʃən, -'sæk-, trɑ:n-] n.交易；事务；办理；会报，学报
527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28 transformed 1 [træns'fɔːm] vt. 改变；转换 vi. 改变；变形；变态
529 treasure 1 ['treʒə, 'trei-] n.财富，财产；财宝；珍品 vt.珍爱；珍藏 n.(Treasure)人名；(英)特雷热
530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31 trove 1 [trəuv] n.被发现的东西；收藏的东西 n.(Trove)人名；(德)特罗韦
532 tube 1 [tju:b, tu:b] n.管；电子管；隧道；电视机 vt.使成管状；把…装管；用管输送 vi.乘地铁；不及格
533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534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535 uk 1 [ˌjuː'keɪ] abbr. 英国(=United Kingdom)
536 unfathomable 1 [ʌn'fæðəməbl] adj.深不可测的；无底的；莫测高深的
537 unidentified 9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5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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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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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0 unprecedented 1 [,ʌn'presidəntid] adj.空前的；无前例的
541 until 2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542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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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3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44 upside 1 n.优势，上面
5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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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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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7 useful 1 ['ju:sful] adj.有用的，有益的；有帮助的
548 users 2 ['juːzəs] n.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.
549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550 value 2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551 valued 2 ['vælju:d] adj.重要的；宝贵的；贵重的；经估价的
552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553 vide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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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4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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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5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556 wasn 2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557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5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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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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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0 we 6 [wi:弱 wi] pron.我们（主格）；笔者，本人（作者或演讲人使用）；朕，寡人 n.(We)人名；(缅)韦
561 web 1 [web] n.网；卷筒纸；蹼；织物；圈套 vt.用网缠住；使中圈套 vi.形成网
562 website 1 ['websaɪt] n. 网站
563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564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5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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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hat 8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566 whatever 1 [hwɔt'evə, 'hwət-] adj.不管什么样的 pron.无论什么；诸如此类 conj.无论什么
567 when 3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565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569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570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571 who 10 pron.谁；什么人
572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573 windows 1 ['windəuz] n.微软公司生产的“视窗”操作系统
574 wing 1 n.翼；翅膀；飞翔；派别；侧厅，耳房，厢房 vt.使飞；飞过；空运；增加…速度；装以翼 vi.飞行 n.(Wing)人名；(英、
568

印尼)温

with 10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576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577 word 1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578 work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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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5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580 world 10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581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582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583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584 yes 2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585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586 York 2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587 you 18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588 your 8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5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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