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10-01 词汇表
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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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

about

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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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符合；使适合

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4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3
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actual 1 ['æktʃuəl] adj.真实的，实际的；现行的，目前的
6 actually 2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7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8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扬
5

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agencies 1 ['eɪdʒənsi] n. 代理；代理处；政府机构
10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11 aims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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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irline 1 ['εəlain] n.航空公司；航线 adj.航线的
14 alarm 1 n.闹钟；警报，警告器；惊慌 vt.警告；使惊恐
15 a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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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lergic 1 [ə'lə:dʒik] adj.对…过敏的；对…极讨厌的
17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18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19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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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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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 angeles 1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23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4 answer 2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25 answering 1 ['a:nsəriŋ] n.[通信]应答；回应 v.回答；回击；起反应（answer的ing形式） adj.应答的；回应的
26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27 anywhere 1 ['enihwεə] adv.在任何地方；无论何处 n.任何地方
28 app 1 [æp] abbr.应用（Application）；穿甲试验（ArmorPiercingProof） n.(App)人名；(英)阿普
29 appealing 1 [ə'pi:liŋ] adj.吸引人的；动人的；引起兴趣的；恳求似的 v.恳求（appeal的ing形式）；将…上诉
30 applications 1 [æplɪ'keɪʃəns] n. 申请书；应用程序 名词application的复数形式.
31 apps 1 n.应用程序，应用软件；应用服务
32 are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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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34 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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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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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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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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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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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39 aware 1 [ə'wεə] adj.意识到的；知道的；有…方面知识的；懂世故的 n.(Aware)人名；(阿拉伯、索)阿瓦雷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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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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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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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ckups 1 ['bækʌps] n. 备份
43 bad 2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44 be 1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45 because 9 [bi'kɔz] conj.因为
46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47 been 6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48 before 4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49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50 begin 2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51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52 behavior 1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53 being 6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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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

特

bet 1 [bet] n.打赌，赌注；被打赌的事物 vt.打赌；敢断定，确信 vi.打赌 n.(Bet)人名；(意、以、瑞典、英)贝特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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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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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55

德、西、葡、芬、罗)布洛克

blooming 1 ['blu:miŋ] adj.盛开的；妙龄的 v.[植]开花（bloom的ing形式）
60 body 2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61 Borders 1 n.鲍德斯（公司名，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）
62 born 1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63 breaking 2 ['breikiŋ] n.破坏；阻断 v.破坏（break的ing形式）
64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65 bureaucracy 1 [bjuə'rɔkrəsi] n.官僚主义；官僚机构；官僚政治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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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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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8 by 5 prep.通过；被；依据；经由；在附近；在……之前 adv.通过；经过；附近；[互联网]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
69 call 3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70 call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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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1 caller 2 ['kɔ:lə] n.访客；[通信]呼叫者；打电话者；召集员 adj.新鲜的 n.(Caller)人名；(西)卡列尔
72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73 calls 3 ['kɔː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74 can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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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

的）食品罐头

cargo 1 ['kɑ:gəu] n.货物，船货 n.(Cargo)人名；(英、西)卡戈
76 Carl 2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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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8 ceiling 1 ['si:liŋ] n.天花板；上限
79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80 chains 2 [tʃeɪnz] n. 枷锁；镣铐 名词chain的复数形式.
81 challenges 1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82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83 charge 1 [tʃɑ:dʒ] n.费用；电荷；掌管；控告；命令；负载 vt.使充电；使承担；指责；装载；对…索费；向…冲去 vi.充电；控
75

告；索价；向前冲；记在账上 n.(Charge)人名；(法)沙尔热；(英)查奇
84

cheap

1 [tʃi:p] adj.便宜的；小气的；不值钱的 adv.便宜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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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86 Christmas 1 n.圣诞节；圣诞节期间
87 Clare 2 [klεə] n.克莱尔（女子名）
88 classes 1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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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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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lubs 1 [klʌb] n. 俱乐部；棍棒；(扑克牌中)梅花 v. 用棍棒打；分担花费；凑钱；泡夜总会
91 cnn 6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92 coast 1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93 collapse 1 vi.倒塌；瓦解；暴跌 vt.使倒塌，使崩溃；使萎陷；折叠 n.倒塌；失败；衰竭
94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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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0

梅

commission 1 [kə'miʃən] n.委员会；佣金；犯；委任；委任状 vt.委任；使服役；委托制作
97 commit 1 [kə'mit] vt.犯罪，做错事；把...交托给；指派…作战；使…承担义务
98 communications 1 英 [kəmjuːnɪ'keɪʃ(ə)nz] 美 [kəˌmjuːnɪ'keɪʃənz] n. 通信技术；通讯设备 名词communication的复数形式.
99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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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1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102 complicated 1 ['kɔmplikeitid] adj.难懂的，复杂的
103 computer 3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104 computers 1 [kəm'pjuːtəz] n.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.
105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106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107 confusion 2 [kən'fju:ʒən] n.混淆，混乱；困惑
108 connect 1 [kə'nekt] vt.连接；联合；关连 vi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
109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110 constantly 2 ['kɔnstəntli] adv.不断地；时常地
111 consumer 1 [kən'sju:mə] n.消费者；用户，顾客
112 containers 1 [kən'teɪnəs] n.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.
113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114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115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116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117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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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6

乐的

covid 5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120 created 1 [kri'ː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121 crew 1 [kru:] n.队，组；全体人员，全体船员 vi.一起工作 vt.使当船员 n.(Crew)人名；(英、西)克鲁
122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123 cultures 1 ['kʌltʃəz] n. 文化 名词culture的复数形式.
124 curb 1 [kə:b] n.抑制；路边；勒马绳 vt.控制；勒住
125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119
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days 2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127 dean 1 n.院长；系主任；教务长；主持牧师
128 delays 1 [dɪ'leɪ] v. 耽搁；推迟；延误 n. 耽搁；延期；推迟
129 delete 1 [di'li:t] vt.删除
1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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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eliveries 1 [dɪ'lɪvərɪz] n. 递送的货物；分娩（名词delivery的复数形式）
131 demand 1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132 dependency 1 [di'pendənsi] n.属国；从属；从属物
133 describe 1 [di'skraib] vt.描述，形容；描绘
134 destination 1 [,desti'neiʃən] n.目的地，终点
135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136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137 differ 1 ['difə] vt.使…相异；使…不同 vi.相异；意见分歧 n.(Differ)人名；(法)迪费
138 different 5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139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140 discourse 1 ['diskɔ:s, dis'kɔ:s] n.论述；谈话；演讲 vi.演说；谈论；讲述 vt.说出；演奏出
141 disguising 1 [dɪs'ɡaɪz] vt. 掩饰；假装；假扮 n. 伪装；伪装物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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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3 do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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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0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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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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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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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4
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doom 1 [du:m] n.厄运；死亡；判决；世界末日 vt.注定；判决；使失败 n.(Doom)人名；(泰)伦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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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7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driver 1 [draivə] n.驾驶员；驱动程序；起子；传动器 n.(Driver)人名；(德)德里弗；(英)德赖弗
150 drivers 2 [d'raɪvəz] n. 驱动器；驱动程序；司机 名词driver的复数形式.
151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152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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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4 effectively 1 [i'fektivli] adv.有效地，生效地；有力地；实际上
155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156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157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149
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159 emotional 1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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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1 enforce 1 [in'fɔ:s] vt.实施，执行；强迫，强制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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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3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164 Essex 2 ['esiks] n.艾塞克斯（英国英格兰东南部的郡）
165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166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67 eve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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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8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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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0 exhibit 1 [ig'zibit] vt.展览；显示；提出（证据等） n.展览品；证据；展示会 vi.展出；开展览会
171 extend 1 [ik'stend] vt.延伸；扩大；推广；伸出；给予；使竭尽全力；对…估价 vi.延伸；扩大；伸展；使疏开
172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173 facebook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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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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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acetime 1 视频聊天; 视频通话; 露面时间; 会面时间
175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176 fake 1 [feik] n.假货；骗子；假动作 vt.捏造；假装…的样子 vi.假装；做假动作 adj.伪造的 n.(Fake)人名；(英)费克
177 false 1 [fɔ:ls] adj.错误的；虚伪的；伪造的 adv.欺诈地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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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9 FCC 2 n. 面心立方晶格(设备控制台)
180 FDA 1 [ˌefdiː'eɪ] abbr. 食品及药物管理局(=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)
181 fed 1 v.喂养（feed过去式） abbr.联邦储备局（theFederalReserveSystem）
182 Federal 1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174
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felt 1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184 female 3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185 filing 1 ['failiŋ] n.文件归档；锉；锉屑 vt.锉（file的现在分词）
186 fin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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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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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8 fines 1 [fainz] n.罚款（fine的复数）；粉末；细骨料 v.使精细；变好；处…以罚金（fine的三单形式） n.(Fines)人名；(瑞典)菲内
183

斯；(英)法因斯；(法)菲纳
18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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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irst

floating 2 ['fləutiŋ] adj.流动的；漂浮的，浮动的 v.漂浮（float的现在分词）
191 flower 1 ['flauə] n.花；精华；开花植物 vi.成熟，发育；开花；繁荣；旺盛 vt.使开花；用花装饰 n.(Flower)人名；(英)弗劳尔
192 flowers 1 英 ['flaʊə(r)] 美 ['flaʊər] n. 花；开花植物；精华；盛时 v. 开花；成熟；用花装饰
193 follow 2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194 for 1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95 forever 1 [fə'revə] adv.永远；不断地；常常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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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90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ridays 1 ['fraidiz] adv.于星期五 n.星期五（Friday的复数）
198 friends 3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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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0 fun 2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201 garden 2 ['gɑ:dn] n.花园；菜园 vt.栽培花木 vi.从事园艺；在园中种植 n.(Garden)人名；(英、意、巴基)加登
202 generates 1 ['dʒenəreɪt] vt. 产生；发生；引起
203 generating 1 ['dʒenəreɪtɪŋ] n. 产生；发生 动词generate的现在分词.
204 generational 1 [,dʒenə'reiʃənəl] adj.一代的；生育的
205 Germany 1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206 get 8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207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208 girls 1 ['ɡɜːl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209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210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211 globally 1 adv.全球地；全局地；世界上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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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97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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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14 goods 2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215 gotten 1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216 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217 guys 2 [ɡaɪ] n. 家伙；(男)人 n. 拉索；牵索 vt. 嘲笑
2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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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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19 hannah 4 ['hænə] n.汉娜（女子名）
220 happier 1 ['hæpɪə] adj. 更快乐的；更幸福的
221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222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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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3 hav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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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4 haven 1 ['heivən] n.港口；避难所，安息所 vt.为……提供避难处；安置……于港中 n.(Haven)人名；(英)黑文
225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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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7 hea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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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218
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229 healthy 2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230 heavy 1 adj.沉重的；繁重的，巨大的；拥挤的；阴沉的 n.重物；严肃角色 adv.大量地；笨重地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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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8

普

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233 her 1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234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235 hesitant 1 ['hezitənt] adj.迟疑的；踌躇的；犹豫不定的
236 hey 2 [hei] int.喂！（引起注意等）；你好！（表示问候） n.干草（等于hay） n.(Hey)人名；(法)埃；(柬)海；(德、英)海伊
237 hi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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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2

名；(英)海伊

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239 home 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238
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240

hot

1 [hɔt] adj.热的；辣的；热情的；激动的；紧迫的 adv.热；紧迫地 vi.变热 vt.增加；给…加温 n.(Hot)人名；(塞)霍特；(法)奥
特

how 5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242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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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1
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ian 2 [iən; 'i:ən] n.伊恩（男子名）
245 id 2 [id] n.遗传素质；本能冲动 n.(Id)人名；(阿拉伯)埃德；(芬)[心理]伊德
246 identical 1 [ai'dentikəl] adj.同一的；完全相同的 n.完全相同的事物
247 identify 1 vt.确定；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；使参与；把…看成一样vi.确定；认同；一致
248 identity 1 [ai'dentəti] n.身份；同一性，一致；特性；恒等式
249 if 4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250 ill 1 [il] adj.生病的；坏的；邪恶的；不吉利的 adv.不利地；恶劣地；几乎不 n.疾病；不幸 n.(Ill)人名；(捷、匈)伊尔
251 illegal 2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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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3 immerse 1 [i'mə:s] vt.沉浸；使陷入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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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55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256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257 in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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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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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259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260 incredibly 1 [in'kredəbli] adv.难以置信地；非常地
2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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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form 1 [in'fɔ:m] vt.通知；告诉；报告 vi.告发；告密
262 inoculated 1 英 [ɪ'nɒkjuleɪt] 美 [ɪ'nɑːkjuleɪt] v. 给 ... 注射疫苗；灌输
263 inspire 1 [in'spaiə] vt.激发；鼓舞；启示；产生；使生灵感
264 Instagram 4 英 [ˌins'tægrəm] 美 [ˌɪns'tægrəm] n. 一款图片分享应用
265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266 international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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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1

关系的；世界的

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268 into 3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269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270 IRS 1 [ˌaɪɑːr'es] abbr. 美国国税局 (=Internal Revenue Service)
271 is 1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272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273 issues 2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274 it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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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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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itch 1 [itʃ] n.痒；渴望；疥疮 vi.发痒；渴望 vt.使发痒；使恼怒
276 its 4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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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5
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279 journal 1 ['dʒə:nəl] n.日报，杂志；日记；分类账
280 juggling 1 ['dʒʌgliŋ] adj.欺诈的；变戏法的；欺骗的 n.杂耍；欺骗（等于jugglery） v.玩杂耍（juggle的ing形式）
281 junction 1 ['dʒʌŋkʃən] n.连接，接合；交叉点；接合点
282 just 5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27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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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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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4 kidding 1 ['kɪdɪŋ] n. 开玩笑 n. 产羔 动词kid的现在分词.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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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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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7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288 know 3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289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290 knows 2 英 [nəʊ] 美 [noʊ] v. 了解；知道；认识 n. 知情
291 labor 1 ['leibə] n.劳动；工作；劳工；分娩 vi.劳动；努力；苦干 vt.详细分析；使厌烦 n.(Labor)人名；(德、塞、法)拉博尔；(英)
283

拉博

largest 1 ['laːdʒɪst] adj. 最大的
293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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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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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sting 1 ['lɑ:stiŋ, 'læstiŋ] adj.持久的；永恒的 n.[纺]厚实斜纹织物 v.持续；维持（last的ing形式）
295 law 1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294

(英、缅、柬)劳

lawsuit 1 ['lɔ:sju:t] n.诉讼（尤指非刑事案件）；诉讼案件
297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298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299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300 lets 1 abbr.地方交易系统（LocalExchangeTradingSystem）
301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296

名；(法)勒韦尔
302

like

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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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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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ikelihood 1 ['laiklihud] n.可能性，可能
304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305 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306 list 1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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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8 ll 2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309 local 2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310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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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3
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31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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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313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314 Los 1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312

英)洛斯

loss 1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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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5
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317

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mad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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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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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8
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321 mak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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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0
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323 maybe 2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324 me 2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325 means 2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326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327 meantime 1 ['mi:n'taim] n.其时，其间 adv.同时；其间
328 media 8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329 mental 1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330 mess 1 [mes] n.混乱；食堂，伙食团；困境；脏乱的东西 vt.弄乱，弄脏；毁坏；使就餐 vi.把事情弄糟；制造脏乱；玩弄 n.
322

(Mess)人名；(德、罗)梅斯

migh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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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2 missing 1 ['misiŋ] adj.失踪的；缺少的 v.错过（miss的ing形式）；想念；漏掉 n.(Missing)人名；(德)米辛
333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334 mo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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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31

以)莫雷
33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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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ove 3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337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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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9 m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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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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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1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342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343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3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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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eighbor 1 ['neibə] n.邻居 adj.邻近的 vi.友好；毗邻而居 vt.邻接 n.(Neighbor)人名；(英)内伯
345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346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347 news 3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348 no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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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9 Noah 3 ['nəuə] n.诺亚（圣经人物）
350 nose 1 [nəuz] n.鼻子；嗅觉；突出的部分；探问 vt.嗅；用鼻子触 vi.小心探索着前进；探问
351 not 10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52 noticed 1 ['nəʊtɪst] v. 注意，通知，留意（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353 noticing 1 英 ['nəʊtɪs] 美 ['noʊtɪs] vt. 注意；留心；通知 n. 通知；注意；布告
354 now 6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355 numb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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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6 Numbers 2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357 occupied 1 ['ɔkjupaid] adj.已占用的；使用中的；无空闲的 v.占有（occupy的过去分词）
358 October 2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359 of 3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60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361 officer 1 ['ɔfisə, 'ɔ:-] n.军官，警官；公务员，政府官员；船长 vt.指挥 n.(Officer)人名；(英)奥菲瑟
362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363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364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365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366 O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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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4

着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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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8 online 2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369 onl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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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0 ope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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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1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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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2 orchids 2 兰花
373 originate 1 [ə'ridʒəneit] vt.引起；创作 vi.发源；发生；起航
374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375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376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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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7

灭；驱逐
37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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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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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0 pandemic 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381 particularly 1 [pə'tikjuləli] adv.特别地，独特地；详细地，具体地；明确地，细致地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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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3 pausing 1 [pɔːzɪŋ] n. 停顿；中止 动词pause的现在分词形式.
384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385 perceived 1 英 [pə'siːv] 美 [pər'sːv] v. 注意到；觉察到；认为；理解
386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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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87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388 phone 4 [fəun] n.电话；耳机，听筒 vt.打电话 vi.打电话 n.(Phone)人名；(老、缅)蓬
3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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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9

3 [pik] vi.挑选；采摘；挖 vt.拾取；精选；采摘；掘 n.选择；鹤嘴锄；挖；掩护 n.(Pi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捷、匈、瑞
典)皮克

pick

pizza 1 n.比萨饼（一种涂有乳酪和番茄酱的意大利式有馅烘饼） n.(Pizza)人名；(意)皮扎
391 plac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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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0

莱斯

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393 port 2 [pɔ:t, pəut] n.港口，口岸；（计算机的）端口；左舷；舱门 vi.转向左舷 vt.持（枪）；左转舵 n.(Port)人名；(英)波特；(法)
392

波尔；(德、俄、匈、捷)波尔特

positive 1 ['pɔzətiv, -zi-] adj.积极的；[数]正的，[医][化学]阳性的；确定的，肯定的；实际的，真实的；绝对的 n.正数；[摄]正片
395 pre 1 abbr.炼油工程师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）
396 presence 1 ['prezəns] n.存在；出席；参加；风度；仪态
397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398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399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400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394

的

product 2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402 profits 1 n.[会计]收益，红利；盈利（profit的复数）
403 prompt 1 [prɔmpt] adj.敏捷的，迅速的；立刻的 vt.提示；促进；激起；（给演员）提白 n.提示；付款期限；DOS命令：改变
401

DOS系统提示符的风格 adv.准时地

prompted 1 [p'rɒmptɪd] vbl. 提示
405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406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407 protocol 1 ['prəutəkɔl] n.协议；草案；礼仪 vt.拟定 vi.拟定
408 pulled 1 ['pʊld] adj. 牵引的 v. 拉；拖；牵；拔（动词pu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409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404

(泰、缅)布

Queens 1 n.皇后区；女王（queen的复数形式）
411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412 quicker 1 [k'wɪkər] adj. 快些的 形容词quick的比较级.
413 ramifications 1 n.结果，后果( ramification的名词复数 )
414 random 1 ['rændəm] adj.[数]随机的；任意的；胡乱的 n.随意 adv.胡乱地
415 re 6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4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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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10

人名；(英)雷迪
41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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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尔

real

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419 recently 4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420 reckoning 1 ['rekəniŋ] n.计算；清算；算帐 v.计算；认为；指望（reckon的ing形式）
421 regards 1 [rɪ'gɑːdz] n. 问候；致意
4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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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18
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424 relaxed 1 [ri'lækst] adj.松懈的，放松的；悠闲的，自在的；不严格的，不拘束的 v.rela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425 repairs 1 [rɪ'peəz] n. 修理工作 名词repair的复数形式.
4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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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7 reported 1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428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tɪŋ] 美 [rɪ'pɔː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429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430 requirements 1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4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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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432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433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434 risks 1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435 Roberts 3 ['rɔbəts] n.罗伯茨（姓氏）
436 robocall 9 机器人电话，自动语音电话〔自动拨打并播放预录消息的一通电话〕
437 roof 1 [ru:f, ruf] n.屋顶；最高处，顶部；最高限度 vt.给…盖屋顶，覆盖 n.(Roof)人名；(英)鲁夫
438 root 1 [ru:t, rut] n.根；根源；词根；祖先 vi.生根；根除 vt.生根，固定；根源在于 n.(Root)人名；(英)鲁特；(德、瑞典)罗特
439 rules 4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440 running 3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431

人名；(英)朗宁

runs
442 rush
441

1 [rʌnz] n.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；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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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3

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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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ailors 1 ['seɪləz] 海员
445 sa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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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4
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saturation 1 [,sætʃə'reiʃən] n.饱和；色饱和度；浸透；磁化饱和
447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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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46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ays 7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49 scam 1 [skæm] n.骗局，诡计；故事 vt.欺诈；诓骗 vi.欺诈；诓骗
450 school 6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451 schoolwork 1 ['sku:lwə:k] n.家庭作业；学校作业
452 scrolling 1 [sk'rəʊlɪŋ] n. 卷动 动词scroll的现在分词形式.
453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454 seafarer 1 ['si:fεərə] n.船员；航海家
455 seafarers 2 ['siːfeərəz] 船员
456 seaport 1 ['si:pɔ:t] n.海港；港口都市
457 sebastian 9 [si'bæstjən; -tʃən] n.塞巴斯蒂安（男子名）
458 sec 1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（U.S.SecuritiesandExchangeCommission）
4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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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48

(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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1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462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4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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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460

瑞典)塞尔
46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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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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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6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467 shap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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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68 she 5 [ʃi:] pron.她（主格）；它（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、船舶、地球、月亮等） n.女人；雌性动物 n.(She)人名；(中)佘(普通
465

话·威妥玛)

ship 1 [ʃip] vt.运送，乘船；以船运送 vi.上船；乘船旅行；当船员 n.船；舰；太空船 n.(Ship)人名；(中)摄(广东话·威妥玛)
470 shipping 3 ['ʃipiŋ] n.[船]船舶，船舶吨数；海运；运送 v.运送，乘船（ship的ing形式） n.(Shipping)人名；(英)希平
471 ships 1 [ʃɪps] n.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.
472 shipyard 1 ['ʃipjɑ:d] n.造船厂；船坞；修船厂
469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47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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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hock

shop 1 [ʃɔp] n.商店；店铺 vt.购物 vi.购物；买东西
4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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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6 shortage 1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477 shortages 2 ['ʃɔːtɪdʒɪz] 缺陷
478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4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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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74

肖

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481 shutdowns 1 n.关闭，倒闭( shutdown的名词复数 )
4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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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3 Singapore 1 [,siŋgə'pɔ:] n.新加坡
484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485 skype 1 [skaɪp] n. 一种网络即时语音沟通工具
486 slapped 1 [slæp] n. 侮辱；掴；拍击声 vt. 侮辱；拍击；惩罚；申斥 adv. 直接地；正面地；突然地
487 sleeplessness 1 ['sli:plisnis] n.失眠
488 sneeze 1 [sni:z] vi.打喷嚏 n.喷嚏
489 so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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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0 social 9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491 solution 1 [sə'lju:ʃən] n.解决方案；溶液；溶解；解答
4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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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0

>稍微

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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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4 sometimes 2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4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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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9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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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ounding 1 ['saundiŋ] n.音响；试探；测探水深 adj.发出声音的
497 span 1 [/spæn/] n.跨度，跨距；范围 vt.跨越；持续；以手指测量 n.(Span)人名；(捷)斯潘
498 spoofing 3 [spuːfɪŋ] n. 电子欺骗
499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500 States 2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5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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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2 stems 1 [stem] n. 柄；茎；干；船首 vi. 起源于 vt. 抽去 ... 的梗；给 ... 装柄；逆 ... 而行；阻止，遏制
503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504 street 1 [stri:t] n.街道 adj.街道的 n.(Street)人名；(英、葡)斯特里特；(德)施特雷特
505 stuck 2 [stʌk] v.刺（stick的过去式） adj.被卡住的；不能动的 n.(Stuck)人名；(德)施图克；(英)斯塔克
506 student 3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507 students 3 [st'juːdnts] 学生
508 sucked 1 [sʌkt] adj. 吸吮的 动词su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09 supply 3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5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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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1 surprised 1 [sə'praizd] adj.感到惊讶的，出人意料的 v.使惊奇（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512 suspend 1 [sə'spend] vt.延缓，推迟；使暂停；使悬浮 vi.悬浮；禁赛
513 suspended 1 [sə'spendid] adj.悬浮的；暂停的，缓期的（宣判）
514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515 tak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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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6

的）售得金额
51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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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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rgets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ːr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518 teacher 1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519 teachers 1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520 teaching 1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521 technology 2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522 teenage 1 ['ti:neidʒ] adj.青少年的；十几岁的 n.青少年时期
523 teenagers 1 ['tiːnˌeɪdʒəz] n. 青少年 名词teenager的复数形式.
524 teens 1 ['ti:nz] n.十多岁，十几岁；青少年
525 telephone 1 ['telifəun] n.（美）电话；电话机；电话耳机 vi.打电话 vt.打电话给…
5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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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7 test 1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528 testing 1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529 tests 1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5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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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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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532 that 22 [ðæt, 弱ðət, ðt] pron.那；那个 adv.那么；那样 conj.因为；以至于 adj.那；那个 n.(That)人名；(德)塔特
533 the 5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534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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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5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536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537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5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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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9 these 6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540 they 1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541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542 things 4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543 think 7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5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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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5 those 4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546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547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5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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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9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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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1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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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1 title 1 ['taitl] n.冠军；标题；头衔；权利；字幕 vt.加标题于；赋予头衔；把…称为 adj.冠军的；标题的；头衔的
552 to 4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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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0

(普通话·威妥玛)

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554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555 Tokyo 1 ['təukjəu; -kiəu; 'tɔ:kjɔ:] n.东京（日本首都）
556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557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58 transport 1 [træns'pɔ:t; trænz-træns'pɔ:t, trænz-, trɑ:n-, 'trænspɔ: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机；狂喜；流放犯 vt.运输；流放；使狂喜
559 transportation 2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560 travel 2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561 trick 1 [trik] n.诡计；恶作剧；窍门；花招；骗局；欺诈 vt.欺骗；哄骗；装饰；打扮 vi.哄骗；戏弄 adj.特技的；欺诈的；有决
553

窍的 n.(Trick)人名；(英)特里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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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rivia
563 truck
562

1 ['triviə] n.琐事

3 [trʌk] n.卡车；交易；手推车 vi.驾驶卡车；以物易物 vt.交易；以卡车运输 adj.（美）运货汽车的 n.(Truck)人名；(德)特
鲁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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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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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6 unidentified 3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567 union 2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568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5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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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0 unless 1 [ən'les] conj.除非，如果不 prep.除…之外
571 unloaded 1 英 [ʌn'ləʊdɪd] 美 [ʌn'loʊdɪd] adj. 卸载的 动词unloa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572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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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3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74 ups 1 abbr. 不间断电源(=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) abbr. 联合包裹服务(=United Parcel Service)
575 upside 1 n.优势，上面
576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577 users 1 ['juːzəs] n.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.
578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579 vaccinated 1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580 vaccine 1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581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582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583 Vermont 1 [və:'mɔnt] n.佛蒙特州（美国州名，略作VT）
584 version 1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5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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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6 videos 1 英 ['vɪdiəʊ] 美 ['vɪdioʊ] n. 录像；视频 v. 录制电视节目 adj. 视频的；录像的
587 virtual 1 adj.[计]虚拟的；实质上的，事实上的（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）
588 voice 2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589 voip 1 [vɔɪp] abbr. 网络电话(=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)
590 waiting 1 ['weitiŋ] n.等待；服侍 adj.等待的；服侍的 v.等待；伺候（wait的ing形式）；延缓 n.(Waiting)人名；(英)韦廷
591 wall 1 [wɔ:l] n.墙壁，围墙；似墙之物 vt.用墙围住，围以墙 adj.墙壁的 n.(Wall)人名；(英)沃尔；(德、芬、捷、瑞典)瓦尔
5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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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3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594 was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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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4

的；荒芜的

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596 way 3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597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598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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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9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600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601 well 2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595

韦尔

were 5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603 w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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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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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2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ere
606 which
605

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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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hi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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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8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609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610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611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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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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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607

温特

wires 1 ['waɪəz] n. 金属丝；金属线；电线 n. 网格线 名词wire的复数形式.
6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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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5 with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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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6 wonder 1 [ˈwʌndə(r)] n.惊奇；奇迹；惊愕 vi.怀疑；想知道；惊讶 vt.怀疑；惊奇；对…感到惊讶 adj.奇妙的；非凡的 n.Wonder，
613

旺德（人名）
61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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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workers 5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619 working 2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618
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621 worry 4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622 worrying 1 ['wʌriiŋ, -'wə:-] adj.令人担心的；烦恼的 v.担心（worry的ing形式）
6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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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0
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625 year 6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626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627 yet 2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628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629 you 29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630 youn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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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624

(英、葡)扬

your 6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632 yours 1 pron.你（们）的东西；你的责任[义务]；你的家属；来信，尊函 adj.你（们）的（东西）；信末署名前用语
633 yourself 2 [jɔ:'self, juə-, jə-] pron.你自己
6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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