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09-24 词汇表
able 2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2 about 2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1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broad 1 [ə'brɔ:d] adv.在国外；到海外 adj.往国外的 n.海外；异国
4 access 2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5 accordi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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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

符合；使适合

accounts 1 [ə'kaʊnts] n. 帐目；叙述；账户；客户，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.
7 afraid 1 [ə'freid] adj.害怕的；恐怕；担心的
8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9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10 again 2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11 ahead 3 adj.向前；在前的；领先 adv.向前地；领先地；在（某人或某事物的）前面；预先；在将来，为未来
12 ai 1 [ai] abbr.人工智能（artificialintelligence） n.(Ai)人名；(中)艾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日)爱(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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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bert 1 ['ælbət] n.艾伯特（男子名）
15 all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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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 allowed 1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17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18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19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20 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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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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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25 approach 1 [ə'prəutʃ] n.方法；途径；接近 vt.接近；着手处理 vi.靠近
26 approaches 1 英 [ə'prəʊtʃ] 美 [ə'proʊtʃ] v. 靠近；接近；接洽；要求；达到；动手处理 n. 途径；方法；接近；接洽；要求；路径；
6

进场着陆；相似的事物

approximately 1 [ə'prɔksimitli] adv.大约，近似地；近于
28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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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30 artificial 1 [,ɑ:ti'fiʃəl] adj.人造的；仿造的；虚伪的；非原产地的；武断的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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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33 Asian 1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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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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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awesome 1 [英['ɔːs(ə)m] 美['ɔsəm]] adj.令人敬畏的；使人畏惧的；可怕的；极好的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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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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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

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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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nk

be 10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39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40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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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42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43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44 benefits 1 ['benɪfɪt] n. 利益；津贴；义演；保险金；借助 vt. 有益于；得益
45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46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47 bills 1 [bɪls] n. 账单；纸钞；汇票；法案 名词bill的复数形式.
48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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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 borrowing 2 ['bɔrəuiŋ] n.借款；借用 v.借入；采用（borrow的ing形式）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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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41

匈)博特

brainy 1 ['breini] adj.聪明的；脑筋好的；有头脑的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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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 bubble 2 ['bʌbl] n.气泡，泡沫，泡状物；透明圆形罩，圆形顶 vi.沸腾，冒泡；发出气泡声 vt.使冒泡；滔滔不绝地说
55 budget 1 ['bʌdʒit] n.预算，预算费 vt.安排，预定；把…编入预算 vi.编预算，做预算 adj.廉价的
56 burning 1 ['bə:niŋ] adj.燃烧的；强烈的；发热的 n.燃烧 vi.燃烧（burn的现在分词）
57 busy 1 ['bizi] adj.忙碌的；热闹的；正被占用的 vt.使忙于 n.(Busy)人名；(匈)布希；(法)比西
58 b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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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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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 can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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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

的）食品罐头

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62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63 ceiling 7 ['si:liŋ] n.天花板；上限
64 Celsius 1 ['selsiəs] adj.摄氏的 n.摄氏度
65 cents 1 [sents] n. 分，一分钱的硬币( cent的名词复数 )
66 centuries 2 ['sentʃərɪz] n. 世纪 名词century的复数形式.
67 CEO 1 abbr.首席执行官；执行总裁（chiefexecutiveofficer）
68 chain 1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69 Chambers 1 ['tʃeimbəz] n.钱伯斯（姓氏）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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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71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72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73 Chinese 1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74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75 clip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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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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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77 cold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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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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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9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80 commodity 2 [kə'mɔditi] n.商品，货物；日用品
81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82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83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84 composers 1 [kəm'pəʊzəz] 作曲者
85 compromise 1 ['kɔmprəmaiz] vt.妥协；危害 vi.妥协；让步 n.妥协，和解；折衷
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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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ncerning 1 [kən'sə:niŋ] prep.关于；就…而言 v.涉及；使关心（concern的ing形式）；忧虑
87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88 conference 1 n.会议；讨论；协商；联盟；（正式）讨论会；[工会、工党用语]（每年的）大会 vi.举行或参加（系列）会议
89 congress 6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90 consequences 1 影响效果
91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92 continually 1 [kən'tinjuəli] adv.不断地；频繁地
93 control 2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94 cool 2 [ku:l] adj.凉爽的；冷静的；出色的 vt.使…冷却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变凉；平息 n.凉爽；凉爽的空气 adv.冷静地 n.(Cool)人
86

名；(法)科尔；(英)库尔
95

1 [kuːl] adj. 凉爽的；凉的；冷静的；冷漠的 vt. (使)变凉；(使)冷却；(使)冷静 vi. 变凉；冷静下来 n. 凉爽；冷静；凉快 adv.
冷静地

cools

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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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8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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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6

的

crate 1 [kreit] n.板条箱；篓 vt.将某物装入大木箱或板条箱中
101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102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100

特

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104 dancing 1 ['dɑ:nsiŋ] n.跳舞；舞蹈 v.跳舞；摇晃（dance的ing形式）
105 d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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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03

土)达伊

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107 debt 9 [det] n.债务；借款；罪过
108 debts 2 ['dets] n. 债券 名词debt的复数形式.
109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110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111 decrease 1 [di'kri:s, 'di:-, 'di:kri:s, di'k-] n.减少，减小；减少量 vi.减少，减小 vt.减少，减小
112 degrees 2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113 democrats 5 ['deməkræts] n.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.
114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115 deteriorates 1 英 [dɪ'tɪəriəreɪt] 美 [dɪ'tɪriəreɪt] v. 恶化；变质；衰退
116 devastating 1 ['devəsteitiŋ] adj.毁灭性的；全然的 v.摧毁（devastate的ing形式）；毁坏
117 diesel 2 [['di:zəl] n.柴油机；柴油；（俚）健康的身体 adj.内燃机传动的；供内燃机用的 n.(Diesel)人名；(德)狄塞耳
118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119 display 1 [,dis'plei] n.显示；炫耀 vt.显示；表现；陈列 vi.[动]作炫耀行为 adj.展览的；陈列用的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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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6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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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2 dogs 2 n.狗（dog的复数）；瘦狗类 v.紧紧跟踪；追猎；紧随（dog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Dogs)人名；(德)多格斯
123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124 d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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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25 don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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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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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

down

127

dozens

1 ['dʌznz] n. 几十；许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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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ude 1 n.男人，小伙子 n.(Dude)人名；(德、塞)杜德 n.（非正式）花花公子；纨绔子弟
129 dug 1 [dʌg] v.挖，翻土（di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雌性哺乳动物的乳房
130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131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132 early 3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133 eat 1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134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135 effective 2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136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137 Einstein 2 ['ainstain] n.爱因斯坦（著名物理学家）
138 emissions 1 [i'mɪʃn] n. 散发；发行；排放
139 empowered 1 英 [ɪm'paʊə(r)] 美 [ɪm'paʊər] vt. 授权；使能够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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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1 energy 1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142 engines 1 ['endʒɪn] n. 发动机；引擎；机车；火车头 vt. 给 ... 装引擎
143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144 entirely 1 [in'taiə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
145 environmental 2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146 equivalent 1 [i'kwivələnt] adj.等价的，相等的；同意义的 n.等价物，相等物
147 eroded 1 [ɪ'rəʊdɪd] adj. 被侵蚀的；有蚀痕的 动词ero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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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9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150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51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152 face 2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153 failing 1 ['feiliŋ] n.失败；缺点，过失；弱点 prep.如果没有… adj.失败的 v.失败；不及格（fail的ing形式） n.(Failing)人名；(英)费
128

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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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5 farm 1 [fɑ:m] vi.种田，务农；经营农场 n.农场；农家；畜牧场 vt.养殖；耕种；佃出（土地）
156 farmer 3 ['fɑ:mə] n.农夫，农民 n.(Farmer)人名；(英)法默；(法)法尔梅；(西)法梅尔
157 Farmers 2 n.[农]农民（farmer的复数）
158 farming 1 ['fɑ:miŋ] n.农业，耕作 v.耕种；出租（farm的ing形式）
159 farms 1 英 [fɑːm] 美 [fɑːrm] n. 农场；农田 v. 务农
160 female 7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161 field 1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154
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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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3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164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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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2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ishing 1 ['fiʃiŋ] n.渔业；捕鱼（术）；试探；装配 adj.钓鱼的；钓鱼用的 v.捕鱼（fish的ing形式）
166 flipping 1 ['flipiŋ] adj.非常的；糟透的 adv.非常；该死地 v.轻弹；急动；蹦蹦跳跳（flip的ing形式）
167 food 18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168 footing 1 ['futiŋ] n.基础；立足处；社会关系；合计 v.步行；在…上行走；总计（foot的ing形式）
169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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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65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rth 1 [fɔ:θ] adv.向前，向外；自…以后 n.(Forth)人名；(德)福特；(英)福思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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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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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esh 4 [freʃ] adj.新鲜的；清新的；淡水的；无经验的 n.开始；新生；泛滥 adv.刚刚，才；最新地
174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175 Fridays 1 ['fraidiz] adv.于星期五 n.星期五（Friday的复数）
176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177 funds 1 [fʌndz] n.[会计]资金，现金（fund的复数）；基金 v.资助（fund的三单形式）；提供资金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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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9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180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181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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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3
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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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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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83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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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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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7 government 8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188 greenhouse 1 ['gri:nhaus] n.温室 造成温室效应的
189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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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85
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hand 1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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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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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4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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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5 healthcare 1 ['helθkeə] 保健
196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197 heat 1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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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1

普

hi 1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200 high 2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199

名；(英)海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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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02 himself 1 [him'self] pron.他自己；他亲自，他本人
203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204 Hong 1 [hɔŋ] n.（中国、日本的）行，商行 n.(Hong)人名；(中)洪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鸿；(柬)洪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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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6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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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1

名；(英)豪斯

households 1 ['haʊshəʊldz] 农户
209 hubs 4 中枢
210 hung 1 [hʌŋ] v.悬挂；垂落（han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Hung)人名；(老)亨；(中)洪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朝)兴；(东南亚国家
208

华语)勋

if 6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212 impac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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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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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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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14

inaudible

9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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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216 increased 1 [ɪn'kriː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17 insecurity 2 [,insi'kjuərəti] n.不安全；不牢靠；无把握；心神不定
218 intellectual 1 [,intə'lektjuəl, -tʃuəl] adj.智力的；聪明的；理智的 n.知识分子；凭理智做事者
219 intelligence 1 n.智力；情报工作；情报机关；理解力；才智，智慧；天分
220 intensity 1 [in'tensəti] n.强度；强烈；[电子]亮度；紧张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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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2 invented 1 [ɪn'ventɪd] v. 发明；创造，捏造（动词inv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 已发明的
223 investment 1 [in'vestmənt] n.投资；投入；封锁
224 is 1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225 island 3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226 isn 2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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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8 it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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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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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230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231 join 1 [dʒɔin] vt.参加；结合；连接 vi.加入；参加；结合 n.结合；连接；接合点 n.(Join)人名；(法)茹安
232 Kearney 2 n.(Kearney)人名；(英)卡尼
233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234 keeping 2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235 key 1 [ki:] n.（打字机等的）键；关键；钥匙 vt.键入；锁上；调节…的音调；提供线索 vi.使用钥匙 adj.关键的 n.(Key)人名；
229

(英)基；(德、荷、瑞典)凯

keyboards 1 英 ['kiːbɔːd] 美 ['kiːbɔːrd] n. 键盘 v. 用键盘输入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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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8 knowledge 1 ['nɔlidʒ] n.知识，学问；知道，认识；学科 n.(Knowledge)人名；(南非)诺利奇
239 knows 1 英 [nəʊ] 美 [noʊ] v. 了解；知道；认识 n. 知情
240 Kong 1 [kɔŋ] n.钢；含锡砾石下的无矿基岩 n.(Kong)人名；(泰)空；(老、柬)贡
241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236

克；(匈)洛克

Lanka 1 n.兰卡；楞伽
243 largest 1 ['laːdʒɪst] adj. 最大的
244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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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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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247 lik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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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8 likeness 1 ['laiknis] n.相似，相像；样子，肖像；照片，画像；相似物
249 limit 6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250 listeners 1 ['lɪsnəz] n. 听众
251 liters 1 ['lɪtərz] 公升
252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253 ll 2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254 located 1 英 [ləʊ'keɪtɪd] 美 ['loʊkeɪtɪd] adj. 处于；位于
255 loo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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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42

(英)卢克

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257 loses 1 [luːz] vt. 丢失；失败；削减；丧生；看不到；亏损；迷失 vi. 失败；经受损失；走慢
258 losses 1 ['lɒsɪz] n. 损耗 名词loss的复数形式.
2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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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ost 2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260 lot 2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259
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26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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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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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

make

263

ma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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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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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6 markets 2 英 ['mɑːkɪt] 美 ['mɑːrkɪt] n. 市场；集市 v. 销售；推销；买卖
267 mass 1 n.块，团；群众，民众；大量，众多；质量 adj.群众的，民众的；大规模的，集中的 vi.聚集起来，聚集 vt.使集合
268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269 mechanics 1 [mi'kæniks] n.力学（用作单数）；结构；技术；机械学（用作单数）
270 mechanized 1 ['mekənaɪzd] adj. 机械的；呆板的 =mechanised(英). 动词mecha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271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272 m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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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3 military 1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274 milli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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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5 mission 1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276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277 moral 1 ['mɔrəl, 'mɔ:-] adj.道德的；精神上的；品性端正的 n.道德；寓意 n.(Moral)人名；(德、法、西、葡、土)莫拉尔
278 more 5 [mɔ:] adv.更多；此外；更大程度地 adj.更多的；附加的 pron.更多的数量 n.更多 n.(More)人名；(英、法)莫尔；(意、西、
264

以)莫雷

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280 mo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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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79
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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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2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283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284 Nebraska 1 [ni'bræskə] n.内布拉斯加州
285 need 3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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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7 neither 2 ['naiðə, 'ni:-] conj.也不；既不 adv.两个都不；既不……也不 adj.两者都不的 pron.两者都不
288 network 1 ['netwə:k] n.网络；广播网；网状物
289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290 Nigeria 4 [nai'dʒiəriə] n.尼日利亚（位于非洲）
291 Nigerian 3 [nai'dʒiəriən] n.尼日利亚人 adj.尼日利亚的；尼日利亚人的
292 nigerians 1 尼日利亚人
293 noon 1 [nu:n] n.中午；正午；全盛期 n.(Noon)人名；(朝)嫩；(英、巴基)努恩
294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295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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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7 nutritious 1 [nju:'triʃəs] adj.有营养的，滋养的
298 of 2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299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300 offering 1 ['ɔfəriŋ, 'ɔ:-] n.提供；祭品；奉献物；牲礼 v.提供（offer的ing形式）
301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302 Okinawa 1 ['ɔki'nɑ:wɑ:] n.冲绳县（日本）
2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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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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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3

着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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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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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7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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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8 originated 1 [ə'rɪdʒɪneɪt] v. 发起；开始；起源于；[计算机] 起始
309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310 out 2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305

灭；驱逐
31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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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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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3 owes 1 ['əʊz] v. 亏欠；负债；感恩 动词owe的第三人称单数.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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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5 parties 1 英 ['pɑːti] 美 ['pɑːrti] n. 聚会；宴会；政党；一伙人；[律]当事人 vi. 开派对
316 party 2 n.政党，党派；聚会，派对；当事人[复数parties] vi.参加社交聚会[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]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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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8 patients 1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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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0 pays 1 n.（法）国家；[劳经]报酬（pay的复数） v.支付（pay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ays)人名；(法)佩伊
321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322 per 2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323 percent 3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324 physics 1 ['fiziks] n.物理学；物理现象
325 pla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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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2

特；(法)普朗

plate 1 [pleit] n.碟；金属板；金属牌；感光底片 vt.电镀；给…装甲 n.(Plate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西、意、瑞典)普拉特
327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328 points 1 [英[pɒɪnts] 美[pɔints]] n.点；目的（point的复数）；见解 v.指引；瞄准（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oints)人名；(英)波因
326

茨

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330 politicians 1 [pɒlɪ'tɪʃnz] 政治家
331 politics 1 ['pɔlitiks] n.政治，政治学；政治活动；政纲
332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333 posers 2 n.<非正>难题( poser的名词复数 ); 困难; 棘手的事; <贬>装腔作势的人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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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5 pounds 1 [paʊnd] n. 磅；英镑 n. （汽车）扣押所；宠物收留所 vt. 捣碎；敲打；连续猛击 vi. 咚咚地走；怦怦地响
336 poverty 1 ['pɔvəti] n.贫困；困难；缺少；低劣
337 powered 1 ['pauəd] adj.有动力装置的；以…为动力的 n.促进（power的过去分词）；给…提供动力
338 practices 1 ['præktɪs] n. 练习；实行；习惯；业务 v. 练习；实践；开业；执业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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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40 preventing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341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342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343 produce 5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344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345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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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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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uantum 1 n.量子论；额（特指定额、定量）；美国昆腾公司（世界领先的硬盘生产商）
348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349 quote 1 [kwəut, kəut] vt.报价；引述；举证 vi.报价；引用；引证 n.引用
350 race 1 n.属，种；种族，人种；家庭，门第；赛事，赛跑 vt.使参加比赛；和…竞赛；使急走，使全速行进 vi.比速度，参加竞
347

赛；全速行进 n.(Race)人名；(英)雷斯；(塞)拉采

radio 1 ['reidiəu] n.收音机；无线电广播设备 vi.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.用无线电发送 n.(Radio)人名；(西)拉迪奥
352 rais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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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3 raised 3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354 raising 1 ['reiziŋ] n.高地；提高；举；浮雕装饰 v.饲养；升起；举起（raise的ing形式）
355 rays 1 [reɪz] n. 射线 名词ray的复数形式.
356 re 2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357 reached 1 到达
358 reaching 1 [riːtʃ] v. 到达；伸出；达成；取得联系；延伸；（伸手）去够 n. 范围；影响力；河段；等级
359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351

尔

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361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362 reduce 2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363 refunds 1 ['riːfʌnd] n. 偿还；退款 vt. 偿还；退还
364 regardless 1 adj.不管的；不顾的；不注意的 adv.不顾后果地；不管怎样，无论如何；不惜费用地
365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360
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relativity 1 [,relə'tivəti] n.相对论；相关性；相对性
367 republicans 4 n.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.
368 resources 1 [rɪ'sɔː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369 responsibility 1 [ri.spɔnsə'biliti] n.责任，职责；义务
370 responsible 2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371 retailer 1 ['ri:teilə] n.零售商；传播的人
372 retirement 1 [ri'taiəmənt] n.退休，退役
373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366

人名；(英)赖特

rises 1 [raɪz] vi. 上升；升起；增加；起床；反抗；复活 n. 上升；增加；斜坡；小山
375 robot 2 ['rəubɔt, -bət, 'rɔbət] n.机器人；遥控设备，自动机械；机械般工作的人
376 robotics 1 [rəu'bɔtiks] n.机器人学（robotic的复数）
377 room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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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374
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rooms 2 [ruːm] n. 房间；空间；机会 v. 寄宿；给…提供留宿
379 rovers 1 n. 巡游者；海上掠夺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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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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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8

名；(英)拉什

salaries 1 ['sæləri] n. 薪水 v. 给 ... 薪水
383 s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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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82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385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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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384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se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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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8 seems 1 [siː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3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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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9

sell

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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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enate 1 ['senit] n.参议院，上院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
391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392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393 se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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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0
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share 1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395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396 shout 1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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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94

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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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9 sides 1 [saɪdz] n.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.
400 sites 1 [saɪt] n. 地点；位置；现场 vt. 使 ... 位于
401 smaller 1 [s'mɔːlər] adj. 较小的
4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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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3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404 soil 1 [sɔil] n.土地；土壤；国家；粪便；务农；温床 vt.弄脏；污辱 vi.变脏
405 solar 1 ['səulə] adj.太阳的；日光的；利用太阳光的；与太阳相关的 n.日光浴室 n.(Solar)人名；(法、英、意、西、塞、捷)索拉尔
406 sold 2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407 solve 1 [sɔlv, sɔ:lv] vt.解决；解答；溶解 vi.作解答
408 som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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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8

>稍微

speak 1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4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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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11 spending 2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412 spends 1 [s'pendz] n. 开支，花费（spend的复数形式） v. 花费（动词spen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413 spoilage 5 ['spɔilidʒ] n.损坏，糟蹋；掠夺；损坏物
414 squared 1 英 [skweəd] 美 [skwerd] adj. 正方形的 动词squ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15 Sri 1 [sri] n.斯里兰卡（SriLanka）；（拉）神圣罗马帝国（SacrumRomanumImperium） n.(Sri)人名；(印、柬、印尼、阿拉伯、马
409

来)斯里；(泰、老)西

standoff 2 英 ['stændɔːf] 美 ['stændˌɔːf] n. 僵局；平局 adj. 冷淡的
417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418 started 2 [s'tɑːt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4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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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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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1 step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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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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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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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torage 3 ['stɔridʒ] n.存储；仓库；贮藏所
424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425 sun 2 [sʌn] n.太阳 vt.使晒 vi.晒太阳 n.(Sun)人名；(中)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孙；(缅)素；(土)松
426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427 sure 2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428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429 Taiwan 2 ['tai'wɑ:n] n.台湾
430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423

的）售得金额
43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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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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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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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33 tax 1 [tæks] vt.向…课税；使负重担 n.税金；重负 n.(Tax)人名；(英、匈、捷)塔克斯
434 tea 2 [ti:] n.茶叶；茶树；茶点 vt.给…沏茶 vi.喝茶；进茶点 n.(Tea)人名；(柬)迪
435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436 tells 1 [tel] v. 告诉；吩咐；讲述；表达；辨别；判断；泄露；告发；产生效果
437 temperature 2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438 tha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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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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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t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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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0 the 6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441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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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2 theorize 1 ['θiəraiz, 'θi:ə-] vi.建立理论或学说；推理 vt.建立理论
443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444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445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446 this 11 [ðis, 弱ðəs] pron.这；这个；这里 adj.这；本；这个；今 adv.这样地；这么 n.(This)人名；(法)蒂斯
447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448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4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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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0 throw 1 [θrəu] vt.投；抛；掷 vi.抛；投掷 n.投掷；冒险
4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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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52 to 4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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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9

(普通话·威妥玛)

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454 too 2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455 trade 1 [treid] n.贸易，交易；行业；职业 vi.交易，买卖；以物易物 vt.用…进行交换
456 tradition 1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457 traditions 1 [trə'dɪʃnz] 传统
458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459 trillion 1 ['triljən] n.[数]万亿 adj.万亿的 num.[数]万亿
460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461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4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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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3 un 1 [ʌn, ən] pron.家伙，东西 n.(Un)人名；(柬)温
464 unable 1 [ʌn'eibl] adj.不会的，不能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；不能胜任的
465 unidentified 7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466 unified 1 ['juːnɪfaɪd] adj. 统一的 动词un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67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468 units 1 ['juːnɪts] n. 单位 名词unit的复数形式.
469 unlikely 1 [,ʌn'laikli] adj.不太可能的；没希望的 adv.未必
470 up 6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471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72 us 1 pron.我们
473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474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475 ve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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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6 vide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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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7 vote 1 [vəut] n.投票，选举；选票；得票数 vt.提议，使投票；投票决定；公认 vi.选举，投票 n.(Vote)人名；(英、法)沃特
4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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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oting 1 ['vəutiŋ] adj.投票的 n.投票；选举 v.投票（vote的ing形式）；选举
479 wants 3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480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481 waste 2 [weist] n.浪费；废物；荒地；损耗；地面风化物 vt.浪费；消耗；使荒芜 vi.浪费；变消瘦；挥霍钱财 adj.废弃的；多余
478

的；荒芜的

wastes 1 ['weɪsts] n. 废料 名词waste的复数形式.
483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484 w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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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5 weekend 1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486 Weeks 2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487 welcome 1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4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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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82

韦尔

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4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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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1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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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9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enever 1 [hwen'evə, hwən-] conj.每当；无论何时 adv.不论何时；随便什么时候
493 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494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495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4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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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7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498 why 4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499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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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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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1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502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03 wonderful 1 adj.极好的，精彩的，绝妙的；奇妙的；美妙；胜；神妙
504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505 wrestling 1 ['resliŋ] n.摔跤；扭斗 v.摔跤；格斗（wrestle的ing形式）；与…摔跤；使劲移动
506 ya 2 ['jə] abbr.年轻人（youngadult）；偏航轴（yawaxis） n.(Ya)人名；(缅、柬、刚(金))亚；(日)矢(名)
507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508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509 you 5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4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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