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10-06 词频表
the 7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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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普
1

通话·威妥玛)

and 3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4 of 2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5 that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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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 it 25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性
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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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facebook 2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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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 in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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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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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is 2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10 space 19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11 she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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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

话·威妥玛)

for 1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3 this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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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 be 1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15 but 12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16 On 12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着
12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we 10 [wi:弱 wi] pron.我们（主格）；笔者，本人（作者或演讲人使用）；朕，寡人 n.(We)人名；(缅)韦
18 you 10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19 company 9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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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 haugen 9 n. 豪根
21 has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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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 he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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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23 with 8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24 end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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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 firs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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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new 7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27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28 who 7 pron.谁；什么人
29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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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 a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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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 at 6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2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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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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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4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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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

伯)赛义德

videotape 6 ['vidiəuteip] n.录像带 vt.将…录到录像带上
36 wan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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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 after 5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38 barbie 5 n.户外烤肉（等于barbecue） n.BARBIE，芭比娃娃
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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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en 5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40 begin 5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41 cnn 5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42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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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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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被制造
39

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says 5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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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 wi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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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 would 5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48 year 5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49 your 5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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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
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around 4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52 believe 4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53 billion 4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54 Cities 4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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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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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could 4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57 how 4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58 its 4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59 movie 4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60 narrator 4 [nə'reitə, næ-] n.叙述者；解说员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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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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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 our 4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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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5 station 4 n.车站；驻地；地位；身份 vt.配置；安置；驻扎
66 those 4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67 transpor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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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8 unidentified 4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69 up 4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70 us 4 pron.我们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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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2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73 won 4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74 years 4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75 York 4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76 zero 4 ['ziərəu, 'zi:rəu] n.零点，零度 num.零 n.(Zero)人名；(意)泽罗
77 according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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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56

使符合；使适合

actress 3 ['æktris] n.女演员
79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80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81 astronaut 3 ['æstrənɔ:t] n.宇航员，航天员；太空旅行者
82 ba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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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3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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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fore 3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85 blower 3 ['bləuə] n.鼓风机，吹风机；吹制工；<俚>爱吹牛的人 n.(Blower)人名；(英)布洛尔
86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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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7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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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4

的）食品罐头

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89 dow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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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8
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film 3 [film] n.电影；薄膜；胶卷；轻烟 vt.在…上覆以薄膜；把…拍成电影 vi.摄制电影；生薄膜；变得朦胧
91 Instagram 3 英 [ˌins'tægrəm] 美 [ˌɪns'tægrəm] n. 一款图片分享应用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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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3 ju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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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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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ter 3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95 liftoff 3 ['liftɔf] n.发射；起飞时刻；搬走
96 mal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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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7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98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99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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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94

以)莫雷

nasa 3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101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102 plans 3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103 problems 3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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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0

的）售得金额

testimony 3 ['testiməni] n.[法]证词，证言；证据
106 throu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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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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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5
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translator 3 n.译者；翻译器
109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110 wants 3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111 whistle 3 n.口哨；汽笛；呼啸声 vt.吹口哨；鸣汽笛
112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113 action 2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114 agency 2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115 agree 2 [əˈɡriː] vt.同意，赞成；承认；约定，商定 vi.vi.同意，意见一致；约定，商定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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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7 announced 2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18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119 bezos 2 n. 贝索斯
120 CEO 2 abbr.首席执行官；执行总裁（chiefexecutiveofficer）
121 characterized 2 ['kærəktəraɪz] vt. 表示 ... 的典型；赋予 ... 特色
122 children 2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123 congressional 2 [kən'greʃənəl] adj.国会的；会议的；议会的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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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5 create 2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126 critics 2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127 democracy 2 [di'mɔkrəsi] n.民主，民主主义；民主政治
1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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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129 director 2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130 dolls 2 多利斯
131 earlier 2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132 earth 2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133 electric 2 [i'lektrik] adj.电的；电动的；发电的；导电的；令人震惊的 n.电；电气车辆；带电体
134 employee 2 [,emplɔi'i:, em'plɔii:] n.雇员；从业员工
135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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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7 expensive 2 [ik'spensiv] adj.昂贵的；花钱的
138 false 2 [fɔ:ls] adj.错误的；虚伪的；伪造的 adv.欺诈地
139 former 2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140 frances 2 ['frɑ:nsis] n.弗朗西丝（女子名）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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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2 gravity 2 ['græviti] n.重力，地心引力；严重性；庄严
143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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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28

名；(英)海伊

hopes 2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146 hu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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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5
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idea 2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148 internationa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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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7

关系的；世界的

invitation 2 n.邀请；引诱；请帖；邀请函
150 issues 2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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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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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ef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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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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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52
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154

majo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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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manager 2 ['mænidʒə] n.经理；管理人员
156 mattel 2 n.美泰公司（全球最大的玩具生产商之一）；美泰儿（生产芭比娃娃的制造商）
157 Monday 2 ['mʌndi] n.星期一
158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159 movies 2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160 musk 2 [mʌsk] n.麝香；麝香鹿；麝香香味
161 must 2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155
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needed 2 ['niː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163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164 off 2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165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166 opposed 2 [ə'pəuzd] adj.相反的；敌对的 v.反对（oppose的过去分词）；使对立
167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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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62

西、土)奥韦尔
168

part 2 n.部分；角色；零件；一些；片段 vt.分离；分配；分开 vi.断裂；分手 adv.部分地 adj.部分的 n.(Part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帕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169

personal

2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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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oduct 2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171 rac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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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0

赛；全速行进 n.(Race)人名；(英)雷斯；(塞)拉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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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3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174 released 2 [rɪ'liː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175 Russia 2 ['rʌʃə] n.俄罗斯
176 Russian 2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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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72
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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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178

set

179

show 2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society 2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181 soyuz 2 联盟号（宇宙飞船系列名）
182 statement 2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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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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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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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suggested 2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186 summit 2 ['sʌmit] n.顶点；最高级会议；最高阶层 adj.最高级的；政府首脑的
187 test 2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188 tests 2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189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190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191 though 2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192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193 traffic 2 ['træfik] n.交通；运输；贸易；[通信]通信量 vt.用…作交换；在…通行 vi.交易，买卖
194 transportation 2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195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196 voice 2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197 watching 2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198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199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200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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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1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202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203 women 2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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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85
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205

worst

2 [wə:st, 'wə:st] adj.最差的，最坏的；最不利的；效能最低的 n.最坏；最坏的时候 adv.最坏地；最不利地 n.(Worst)人名；

(英、德)沃斯特

yes 2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207 yulia 2 尤利娅
208 Zuckerberg 2 扎克伯格
209 abbreviations 1 [əbriːv'ɪeɪʃnz] 缩略语
210 aboard 1 [ə'bɔ:d] adv.在飞机上；[船]在船上；在火车上 prep.在…上
211 accuses 1 [ə'kjuːz] v. 谴责；控告；指责
212 acronyms 1 Acceptable Contractions of Randomly Organized Names Yielding Meritorious Spontaniety 接受随意组织名人创造价值自
2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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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性的订约

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214 addressing 1 [ə'drəsiŋ] n.寻址，定址；访问
215 advantage 1 [əd'vɑ:ntidʒ, əd'væn-] n.优势；利益；有利条件 vi.获利 vt.有利于；使处于优势
216 afraid 1 [ə'freid] adj.害怕的；恐怕；担心的
217 ain 1 [æn] adj.（苏格兰）自己的 n.艾因河；一种压缩软件
218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219 airplane 1 ['εəplein] n.飞机
220 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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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1 allegedly 1 adv.依其申述；据说，据称
222 alongside 1 [ə'lɔŋ'said] adv.在旁边 prep.在……旁边
223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224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225 am 1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213

ed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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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8 angeles 1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229 another 1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230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231 applications 1 [æplɪ'keɪʃəns] n. 申请书；应用程序 名词application的复数形式.
232 apps 1 n.应用程序，应用软件；应用服务
233 Armstrong 1 ['ɑ:mstrɔŋ] n.阿姆斯特朗（美国宇航员，登月第一人）
234 arrived 1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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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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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astronauts 1 ['æstrənɔːts] n.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.
237 astronomical 1 [,æstrə'nɔmikəl,-ik] adj.天文的，天文学的；极大的
238 attended 1 [ə'tendɪd]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239 awaiting 1 [ə'weɪt] v. 等候；期待；将降临于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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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1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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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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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rons 1 n. 巴伦斯(在加拿大；西经 113º03' 北纬 49º59')
244 beat 1 [bi:t] vt.打；打败 vi.打；打败；拍打；有节奏地舒张与收缩 n.拍子；敲击；有规律的一连串敲打 adj.筋疲力尽的；疲惫不
243

堪的 n.(Beat)人名；(德)贝亚特

benefit 1 n.利益，好处；救济金 vt.有益于，对…有益 vi.受益，得益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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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5

特
247

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
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249 bi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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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0 billionaire 1 [,biljə'nεə] n.亿万富翁
251 blue 1 n.蓝色；[复数]（美国海、陆、空三军穿的）蓝色制服；蓝颜料；[theblue(s)][用作单数或复数]布鲁斯（歌曲）（一种伤
248

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.蓝色的；沮丧的，忧郁的；下流的 vt.把…染成蓝色；使成蓝色；给…用上蓝剂；用上蓝剂于 vi.变成
蓝色，呈蓝色 n.（英、西、意）布卢（人名）
1 [bɔ:d] n.董事会；木板；甲板；膳食 vt.上（飞机、车、船等）；用板盖上；给提供膳宿 vi.寄宿 n.(Board)人名；(英、西)
博德

252

board

253

body

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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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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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oston 1 ['bɔstən] n.波士顿（美国城市）
255 branson 1 n.布兰森（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城镇）
256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257 broken 1 ['brəukən] adj.破碎的；坏掉的 v.折断；打碎；损坏（break的过去分词）
258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259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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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1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262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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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4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265 Capitol 1 ['kæpitəl] n.美国国会大厦；（美国）州议会大厦
266 captain 1 ['kæptin] n.队长，首领；船长；上尉；海军上校 vt.指挥；率领
267 careers 1 英 [kə'rɪə(r)] 美 [kə'rɪr] n. 生涯；职业；事业 vi. 猛冲；飞跑
268 cast 1 [kɑ:s, kæst] vt.投，抛；计算；浇铸；投射（光、影、视线等） n.投掷，抛；铸件，[古生]铸型；演员阵容；脱落物 vi.投，
254

抛垂钓鱼钩；计算，把几个数字加起来 n.(Cast)人名；(法)卡斯特

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270 centrifuge 1 ['sentrifju:dʒ] vt.用离心机分离；使…受离心作用 n.离心机；[机][化工]离心分离机
271 certification 1 [,sə:tifi'keiʃən] n.证明，保证；检定
272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273 choices 1 ['tʃɔɪsɪs] n.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.
274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275 civic 1 ['sivik] adj.市的；公民的，市民的
276 claim 1 [kleim] vi.提出要求 vt.要求；声称；需要；认领 n.要求；声称；索赔；断言；值得
277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
269

除；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climb 1 [klaim] vi.爬；攀登；上升 vt.爬；攀登；上升 n.爬；攀登
279 com 1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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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1 commercial 1 [kə'mə:ʃəl] adj.商业的；营利的；靠广告收入的 n.商业广告
282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283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284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285 congestion 1 n.拥挤；拥塞；淤血
286 connecting 1 [kə'nektiŋ] n.连接；管接头，套管 adj.[计]连接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ing形式）
287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ː]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288 contract 1 ['kɔntrækt, kən'trækt] vi.收缩；感染；订约 vt.感染；订约；使缩短 n.合同；婚约
289 cookies 1 ['kʊki] n. 饼干；<俚>家伙
290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291 cosmodrome 1 英 ['kɒzmədrəʊm] 美 ['kɒzməˌdroʊm] n. 人造卫星发射基地
292 cosmonauts 1 n.俄国宇航员( cosmonaut的名词复数 )
293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294 critic 1 ['kritik] n.批评家，评论家；爱挑剔的人
295 criticizing 1 ['krɪtɪsaɪz] v. 批评；挑剔；评论；非难；吹毛求疵
296 cruise 1 [kru:z] vi.巡航，巡游；漫游 vt.巡航，巡游；漫游 n.巡航，巡游；乘船游览 n.(Cruise)人名；(德)克鲁伊泽；(英)克鲁斯
297 damaging 1 ['dæmidʒiŋ] adj.有破坏性的，损害的；诽谤的 v.破坏（damag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；损害
298 d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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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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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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0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
299

西)迪尔

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302 despite 1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303 destination 1 [,desti'neiʃən] n.目的地，终点
304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305 discussed 1 [dɪs'kʌst] adj. 被讨论的；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06 diving 1 [daiviŋ] n.跳水，潜水 adj.跳水的，潜水的 v.跳水（dive的现在分词）；潜水
307 division 1 n.[数]除法；部门；分配；分割；师（军队）；赛区
308 dmitry 1 n. 德米特里
309 documents 1 英 ['dɒkjumənt] 美 ['dɑːkjumənt] n. 文件；公文；文档 vt. 记载；(用文件等)证明
310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311 doll 1 [dɔl] n.洋娃娃；玩偶；无头脑的美丽女人 vt.把…打扮得花枝招展 n.(Doll)人名；(英)多尔(女子教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
301

称)；(西)多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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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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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2
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Donie 1 n. 多尼(在美国；西经 96º14' 北纬 31º29')
315 drills 1 [drɪlz] n. 钻；训练；演习；斜纹布 名词drill的复数形式.
316 driving 1 ['draiviŋ] adj.强劲的；推进的；精力旺盛的 n.驾驶；操纵 v.驾驶（drive的ing形式）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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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8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319 elections 1 n. 选举，选举制；投票（election的复数形式）
320 electrical 1 [i'lektrikəl] adj.有关电的；电气科学的
321 elon 1 [ɪ'lɒn] 埃伦(可溶性显影剂粉末)
322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323 environmentally 1 [en,vairən'mentli] adv.有关环境方面
324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325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326 expand 1 [ik'spænd] vt.扩张；使膨胀；详述 vi.发展；张开，展开
327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328 farther 1 ['fɑ:ðə] adv.更远地；此外；更进一步地 adj.进一步的；更远的（far的比较级）
329 feature 1 ['fi:tʃə] n.特色，特征；容貌；特写或专题节目 vi.起重要作用 vt.特写；以…为特色；由…主演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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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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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2 fiercely 1 ['fiəsli] adv.猛烈地；厉害地
333 filmed 1 [fɪlmd] adj. 拍成电影的 动词film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34 filming 1 ['filmiŋ] n.拍摄；摄影；薄膜形成 v.拍摄（film的ing形式）；以薄膜覆盖
335 filmmakers 1 n.制片人（filmmaker的复数）
336 films 1 [fɪlm] n. 电影；薄膜；胶卷 vt. 把 ... 拍成电影；给 ... 覆上一薄层；拍照片 vi. 变朦胧；拍摄电影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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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8 flights 1 [flaɪt] n. 飞行；航班；镖尾；逃走，逃离，溃逃
339 fly 1 [flai] vi.飞；驾驶飞机；飘扬 vt.飞行；飞越；使飘扬 n.飞行；苍蝇；两翼昆虫 adj.敏捷的 n.(Fly)人名；(法)弗利；(英)弗莱
340 focused 1 英 ['fəʊkəst] 美 ['foʊkəst] adj. 聚焦的；集中的 动词focu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41 follow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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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2 foot 1 [fut] n.脚；英尺；步调；末尾 vi.步行；跳舞；总计 vt.支付；给……换底 n.(Foot)人名；(英)富特
343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3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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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4

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rm

forward 1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346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347 fraction 1 ['frækʃən] n.分数；部分；小部分；稍微
348 franchise 1 ['fræntʃaiz] n.特权；公民权；经销权；管辖权 vt.给…以特许（或特权）；赋予公民权
349 friendly 1 ['frendli] adj.友好的；亲切的；支持的；融洽的，和睦的 adv.友善地；温和地 n.(Friendly)人名；(英)弗兰德利
350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351 fu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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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5
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353 fun 1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354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355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356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357 girls 1 ['ɡɜːl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358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359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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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352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362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363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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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64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365 harm 1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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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6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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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headache 1 ['hedeik] n.头痛；麻烦；令人头痛之事
368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369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370 hearing 1 ['hiəriŋ] n.听力；审讯，听讯 v.听见（hear的ing形式） n.(Hearing)人名；(英)希尔林
371 heat 1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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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7

普

hill 1 [hil] n.小山；丘陵；斜坡；山冈 n.(Hill)人名；(法、西)伊尔；(德、英、匈、捷、罗、芬、瑞典)希尔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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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75 Hollywood 1 ['hɔliwud] n.好莱坞
376 hollywoodize 1 ['hɔliwudaiz] vt.使…符合美国电影业标准；使…好莱坞化
377 honor 1 ['ɔnə] n.荣誉；信用；头衔 vt.尊敬（等于honour）；给…以荣誉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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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9 hopefully 1 ['həupfuli] adv.有希望地，有前途地
380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381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382 Houston 1 ['hju:stən] n.休斯顿（美国得克萨斯州港市）
383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384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385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386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387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3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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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k 1 [iŋk] vt.签署；涂墨水于 n.墨水，墨汁；油墨 n.(Ink)人名；(英)英克
389 inspires 1 英 [ɪn'spaɪə(r)] 美 [ɪn'spaɪər] vt. 鼓舞；激发；产生；赋予...灵感 vi. 吸入
390 integrity 1 [in'tegrəti] n.完整；正直；诚实；廉正
391 internal 1 n.内脏；本质 adj.内部的；里面的；体内的；（机构）内部的
392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393 inundated 1 ['ɪnəndeɪtɪd] n. 洪泛的 动词inun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394 investment 1 [in'vestmənt] n.投资；投入；封锁
395 invited 1 [ɪn'vaɪtɪd] adj. 邀请的；引起的；招致的 动词inv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396 iron 1 ['aiən] n.熨斗；烙铁；坚强 vt.熨；用铁铸成 adj.铁的；残酷的；刚强的 vi.熨衣；烫平 n.(Iron)人名；(英)艾恩
397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398 ISS 1 n. 工业标准规格
399 Italian 1 adj.意大利的；意大利语的；意大利文化的 n.意大利人；意大利语
400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401 jeff 1 [dʒef] n.杰夫（男子名，等于Jeffrey）
402 journal 1 ['dʒə:nəl] n.日报，杂志；日记；分类账
403 kazakstan 1 n. 哈萨克斯坦 =Kazakhstan.
404 kettle 1 ['ketl] n.壶；[化工]釜；罐；鼓 n.(Kettle)人名；(英)凯特尔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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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6 kilometer 1 ['kiləumi:tə] n.[计量]公里；[计量]千米（等于kilometre）
407 kirk 1 [kə:k] n.教会；苏格兰教会 n.(Kirk)人名；(德、丹)基尔克；(英)柯克
408 knows 1 英 [nəʊ] 美 [noʊ] v. 了解；知道；认识 n. 知情
409 laboratory 1 [lə'bɔrətəri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410 ladder 1 ['lædə] n.阶梯；途径；梯状物 vi.成名；发迹 vt.在……上装设梯子
411 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412 landing 1 ['lændiŋ] n.登陆；码头；楼梯平台 v.登陆（land的ing形式） n.(Landing)人名；(冈、瑞典、塞内)兰丁
413 launch 1 [lɔ:ntʃ, lɑ:ntʃ] vt.发射（导弹、火箭等）；发起，发动；使…下水 vi.开始；下水；起飞 n.发射；发行，投放市场；下
388

水；汽艇

launched 1 [lɔː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415 lawmakers 1 n.立法者(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)
416 leadership 1 ['li:dəʃip] n.领导能力；领导阶层
417 leads 1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418 length 1 [leŋθ, leŋkθ] n.长度，长；时间的长短；（语）音长
4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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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0 lest 1 [lest] conj.唯恐，以免；担心
421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4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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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4

名；(法)勒韦尔

lifted 1 [lɪft] vt. 举起；运送；偷窃；升高；还清；取消 vi. 提升 n. 举起；提升；电梯；搭便车；帮助；载货量；扒窃
424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423
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like
426 line
425

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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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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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ocation 1 [ləu'keiʃən] n.位置（形容词locational）；地点；外景拍摄场地
4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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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27
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42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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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4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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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4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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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)洛斯

losing 1 ['lu:ziŋ] n.损失；失败 adj.输的；失败的；导致失败的 v.失去；损失（lose的ing形式）；错过
433 love 1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4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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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5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432

因

maintain 1 [mein'tein] vt.维持；继续；维修；主张；供养
437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438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439 mark 1 n.标志；马克；符号；痕迹；分数 vi.作记号 vt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 n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
440 Massachusetts 1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441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4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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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3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444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445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446 memorize 1 ['meməraiz] vt.记住，背熟；记忆
447 mental 1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4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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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9 mile 1 [mail] n.英里；一英里赛跑；较大的距离 n.(Mile)人名；(塞、匈、法)米莱
450 million 1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451 minutes 1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452 misinformation 1 [,misinfə'meiʃən] n.误报；错误的消息
453 misleading 1 [,mis'li:diŋ] adj.令人误解的；引入歧途的 v.给…带错路；把…引入歧途（mislead的ing形式）
454 missions 1 ['mɪʃn] n. 使命；代表团；任务；布道
455 Mississippi 1 [ˌmisiˈsipi] n.密西西比河（美国河流，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）；密西西比州（美国州名）
456 mobility 1 [məu'biləti] n.移动性；机动性；[电子]迁移率
457 modeled 1 ['mɒdld] adj. 形成模式的 动词mod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458 modes 1 英 [məʊdz] 美 [moʊdz] n. 模式 名词mode的复数形式.
459 moon 1 [mu:n] n.月亮；月球；月光；卫星 vi.闲荡；出神 vt.虚度 n.(Moon)人名；(瑞典)莫恩；(柬)蒙；(英)穆恩；(缅)孟
460 moves 1 [muːv] n.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.
461 ms 1 abbr.毫秒（millisecond）；手稿（manuscript）；女士（Ms.）；蒙塞拉特岛（Montserrat）；微软公司（Microsoft）；军标
436

（MilitaryStandard）

multiple 1 ['mʌltipl] adj.多重的；多样的；许多的 n.倍数；[电]并联
463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464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4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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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6 neil 1 [ni:l] n.尼尔（男子名）
467 network 1 ['netwə:k] n.网络；广播网；网状物
468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4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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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0 nightmare 1 ['naitmεə] n.恶梦；梦魇般的经历 adj.可怕的；噩梦似的
471 n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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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2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4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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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4 numerous 1 ['nju:mərəs] adj.许多的，很多的
475 observer 1 [əb'zə:və, ɔb-] n.观察者；[天]观测者；遵守者
476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4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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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ffline 1 英 [ˌɒf'laɪn] 美 [ˌɔːf'laɪn] adv. 脱机地；挂线地 adj. 脱机的；挂线的
478 oldest 1 ['əuldist] adj.最老的（old的最高级）；最旧的
479 oleg 1 奥列格
480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481 opening 1 ['əupəniŋ] n.开始；机会；通路；空缺的职位 adj.开始的 v.开放（open的ing形式）；打开；公开
482 orbit 1 ['ɔ:bit] n.轨道；眼眶；势力范围；生活常规 vi.盘旋；绕轨道运行 vt.绕…轨道而行
483 orbiter 1 ['ɔ:bitə] n.人造卫星；盘旋物
484 orbiting 1 ['ɔːbɪtɪŋ] n. 轨道运行；旋转运动；转圈 动词orbit的现在分词.
485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486 origin 1 ['ɔridʒin, 'ɔ:-] n.起源；原点；出身；开端
487 original 1 [ə'ridʒənəl] n.原件；原作；原物；原型 adj.原始的；最初的；独创的；新颖的
488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4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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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7

灭；驱逐

outlined 1 ['aʊtlaɪn] n. 大纲；轮廓 vt. 概述；画出轮廓
4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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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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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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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0

料，涂料；绘画作品；胭脂等化妆品；色彩，装饰 n.潘（人名）

parachute 1 ['pærə,ʃu:t] n.降落伞 vi.跳伞 空投
495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4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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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7 photos 1 英 ['fəʊtəʊ] 美 ['foʊtoʊ] n. 照片 v. 拍照
498 pike 1 [paik] n.通行费；矛；梭子鱼；尖头；收费道路 vt.用矛刺穿 n.(Pike)人名；(德)皮克；(英)派克
499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494

莱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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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01 plastic 1 ['plæstik,'plɑ:s-] adj.塑料的；（外科）造型的；可塑的 n.塑料制品；整形；可塑体
502 platforms 1 [p'lætfɔːmz] 平台
503 pod 1 [pɔd] n.蚕茧；豆荚 vi.结豆荚 vt.从豆荚中剥出 n.(Pod)人名；(罗)波德
504 pods 1 abbr.资料库系统规则（PrinciplesofDatabaseSystems）
5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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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0

茨

poised 1 [pɔizd] adj.泰然自若的，镇定的；平衡的，均衡的；摆好姿势不动的，静止的
507 politics 1 ['pɔlitiks] n.政治，政治学；政治活动；政纲
5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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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9 potential 1 [pəu'tenʃəl] n.潜能；可能性；[电]电势 adj.潜在的；可能的；势的
510 preparing 1 [prɪ'peərɪŋ] adj. 准备的；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.
511 privacy 1 ['praivəsi, 'pri-, 'prai-] n.隐私；秘密；隐居；隐居处
5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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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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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4 producer 1 [prəu'dju:sə] n.制作人，制片人；生产者；发生器
515 products 1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516 profile 1 ['prəufail] n.侧面；轮廓；外形；剖面；简况 vt.描…的轮廓；扼要描述 vi.给出轮廓
517 profits 1 n.[会计]收益，红利；盈利（profit的复数）
5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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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9 publicly 1 ['pʌblikli] adv.公然地；以公众名义
5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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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513

(泰、缅)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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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uarter 1 ['kwɔ:tə] n.四分之一；地区；季度；一刻钟；两角五分；节 vi.住宿；驻扎 vt.将…四等分；供某人住宿 num.四分之一
522 queasy 1 ['kwi:zi] adj.呕吐的；不稳定的；催吐的
523 quote 1 [kwəut, kəut] vt.报价；引述；举证 vi.报价；引用；引证 n.引用
5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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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1

尔

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526 regulate 1 vt.调节，规定；控制；校准；有系统地管理
527 regulation 1 [,regju'leiʃən] n.管理；规则；校准 adj.规定的；平常的
528 reporter 1 [ri'pɔ:tə] n.记者
529 request 1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5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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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531 responded 1 英 [rɪ'spɒnd] 美 [rɪ'spɑːnd] v. 回答；响应；反应；反应灵敏；反响 n. [建]壁联；[宗]应唱圣歌
532 Richard 1 ['ritʃəd] n.理查德（男子名）
5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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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525

人名；(英)赖特

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535 risky 1 ['riski] adj.危险的；冒险的；（作品等）有伤风化的
536 rogozin 1 罗戈津
537 roles 1 ['rəʊlz] n. 角色（名词role的复数形式）
538 royalty 1 ['rɔiəlti] n.皇室；版税；王权；专利税
539 rul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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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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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1 runs 1 [rʌnz] n.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；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.
5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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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4

名；(英)拉什

safer 1 ['seɪfər] adj. 更安全的 形容词safe的比较级.
544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545 samantha 1 [sə'mænθə] n.萨曼莎（女子名）
546 sam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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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3
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satellite 1 ['sætəlait] n.卫星；人造卫星；随从；卫星国家
548 save 1 vt.节省；保存；储蓄；解救 vi.节省；挽救 prep.除...之外 n.救援 n.(Save)人名；(法)萨夫；(意、保、西、罗、塞、瑞典)
547

萨薇(女名)，萨韦

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550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551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5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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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3 senate 1 ['senit] n.参议院，上院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
554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555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556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5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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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8 sharing 1 英 ['ʃeərɪŋ] 美 ['ʃerɪŋ] n. 共享；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.
559 sharp 1 adj.急剧的；锋利的；强烈的；敏捷的；刺耳的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；突然地 n.尖头 vt.磨快；把音调升高 vi.升音演奏
549

n.(Sharp)人名；(英)夏普

shatner 1 n. 沙特纳
561 shooting 1 ['ʃu:tiŋ] n.射击；打猎；摄影；射门 v.射击（shoot的ing形式）
562 shot 1 n.发射；炮弹；射手；镜头 adj.用尽的；破旧的；杂色的，闪光的 v.射击（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563 sick 1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564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5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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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imulates 1 ['sɪmjuleɪt] vt. 假装；模拟；模仿
5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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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7 sixty 1 ['siksti] num.六十；六十个
568 smaller 1 [s'mɔːlər] adj. 较小的
569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570 solve 1 [sɔlv, sɔ:lv] vt.解决；解答；溶解 vi.作解答
5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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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65

>稍微

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5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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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74 soviet 1 ['sauviət, 'sɔ-] adj.苏联的；苏维埃的；委员会的 n.苏维埃（代表会议）；委员会；代表会议
575 spacecraft 1 ['speiskrɑ:ft, -kræft] n.[航]宇宙飞船，航天器
576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577 specifically 1 [spi'sifikəli] adv.特别地；明确地
578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5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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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580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572
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581

standard

1 ['stændəd] n.标准；水准；旗；度量衡标准 adj.标准的；合规格的；公认为优秀的 n.(Standard)人名；(英)斯坦达德；

(德)施坦达德

standards 1 [s'tændədz] n. 规格 名词standard的复数形式.
583 star 1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582
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starring 1 [s'tɑːrɪŋ] v. 主演（动词star的ing形式） n. 主演 adj. 主演的
585 state 1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586 stoke 1 [stəuk] vi.烧火；做司炉工；大吃大喝 vt.拨旺火；使饱吃一顿 n.(Stoke)人名；(英)斯托克
587 stomach 1 ['stʌmək] n.胃；腹部；胃口 vt.忍受；吃下 vi.忍受
588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5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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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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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91 strongly 1 ['strɔŋli, 'strɔ:ŋ-] adv.强有力地；坚强地；激烈地；气味浓地
592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593 studio 1 ['stju:diəu, 'stu:-] n.工作室；[广播][电视]演播室；画室；电影制片厂
594 subject 1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595 subway 1 ['sʌbwei] n.地铁；地道 vi.乘地铁
596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597 suggestions 1 n. 意见；示意 名词suggestion的复数形式.
598 Sullivan 1 ['sʌlivən] n.沙利文，苏利文（人名）
599 talking 1 ['tɔ:kiŋ] adj.说话的，多嘴的；有表情的 n.讲话，谈论 v.谈论；讲话（talk的ing形式） n.(Talking)人名；(英)托金
600 technical 1 ['teknikəl] adj.工艺的，科技的；技术上的；专门的
601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602 teenage 1 ['ti:neidʒ] adj.青少年的；十几岁的 n.青少年时期
603 tested 1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604 testified 1 ['testɪfaɪ] v. 作证；证明；声明
605 testifying 1 ['testɪfaɪ] v. 作证；证明；声明
606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607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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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84
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608

their 1 [ðεə, 弱ðər] pron.他们的，她们的；它们的 n.(Their)人名；(英)蒂尔；(芬、瑞典)泰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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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610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611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6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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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13 tom 1 n.雄性动物（尤指雄猫）；汤姆（人名） v.〈美口〉(像汤姆叔一样)逆来顺受
6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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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9
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tortured 1 英 ['tɔːtʃə(r)] 美 ['tɔːrtʃər] n. 拷问；痛苦 vt. 拷问；使痛苦；曲解
616 toss 1 [tɔs, tɔ:s] n.投掷；摇荡；投掷的距离；掷币赌胜负 vt.投掷；使…不安；突然抬起；使…上下摇动；与…掷币打赌 vi.辗
615

转；被乱扔；颠簸；掷钱币决定某事 n.(Toss)人名；(瑞典)托斯

tossed 1 扔 后甩 抛硬币的方法 辗转反侧
618 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619 tourist 1 ['tuərist] n.旅行者，观光客 adj.旅游的 vt.在旅行参观 vi.旅游；观光 adv.坐旅游车厢；坐经济舱
620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ˈ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617

(英)特沃德
621

toy

1 [tɔi] n.玩具；小装饰品；不值钱的东西 vi.玩弄；调情；随随便便地对待 adj.作为玩具的；玩物似的 n.(Toy)人名；(英、土)
托伊；(法)图瓦

toymaker 1 ['tɔɪmeɪkə] 玩具制造者
623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624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625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626 travelers 1 [t'rævlərz] 旅游者
627 trek 1 [trek] n.艰苦跋涉 vt.（牛）拉（货车）；搬运 vi.艰苦跋涉 n.(Trek)人名；(阿拉伯)特里克
628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629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630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631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6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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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3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6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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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5 utilize 1 ['ju:tilaiz] vt.利用
636 very 1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6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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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8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639 wasn 1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640 weaken 1 ['wi:kən] vt.减少；使变弱；使变淡 vi.变弱；畏缩；变软弱
641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642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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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22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irls 1 英 [wɜːl] 美 [wɜːrl] v. 使 ... 旋转；回旋；迅速移动；头晕目眩 n. 回旋；旋转；一个接一个的活动；混乱；尝试
644 William 1 ['wiljəm] n.威廉（男子名）；钞票，纸币
6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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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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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7 wor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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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3
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wrongdoing 1 ['rɔŋ'du:ŋ, 'rɔ:ŋ-] n.坏事；不道德的行为
649 yesterday 1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650 YouTube 1 英 ['juːtjuːb] 美 ['juːtuːb] n.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
6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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