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nn10 2021-11-11 词汇表
1

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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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about

acceleration 1 [ək,selə'reiʃən] n.加速，促进；[物]加速度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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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

符合；使适合

actually 3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5 ad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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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7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8 ago 3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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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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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 allowed 2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12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13 America 5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14 American 3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15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16 amounts 1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17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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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 anchovies 1 英 ['æntʃəvi] 美 ['æntʃoʊvi] n. 凤尾鱼
20 and 4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21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22 anytime 1 ['enitaim] adv.任何时候；无例外地
23 appliances 2 [əp'laɪənsɪz] n. 电气用具 名词appliance的复数形式.
24 are 12 [强ɑ:, 弱ə] v.是（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） n.公亩 n.(Are)人名；(意、西、芬)阿雷
25 Arlington 1 ['ɑ:liŋtən] n.阿林顿（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城市）；阿林顿国家公墓（NationalCemetery，在弗吉尼亚州）
26 armed 1 [ɑ:md] adj.武装的；有扶手的；有防卫器官的（指动物） n.(Armed)人名；(科摩)阿米德
27 armistice 1 ['ɑ:mistis] n.停战，休战；休战协议
28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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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 assets 1 ['æset] n. 资产；优点；有用的东西
31 assistance 1 [ə'sistəns] n.援助，帮助；辅助设备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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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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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attended 1 [ə'tendɪd]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34 August 1 ['ɔː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33

古斯特
35

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aviation 2 [,eivi'eiʃən] n.航空；飞行术；飞机制造业
37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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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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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bake 1 [beik] vt.烤，烘焙 vi.烘面包；被烤干；受热 n.烤；烘烤食品 n.(Bake)人名；(德、瑞典)巴克
40 ban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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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39

匈)邦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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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42 be 6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43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44 been 7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45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46 begin 3 [bɪˈ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47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48 believes 1 [bɪ'liːv] v. 相信；认为
49 be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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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1

特
5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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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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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54 billion 2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55 bit 1 n.[计]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老一套；一点，一块 vt.控制 adj.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 adv.有点
51
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blunt 1 [blʌnt] adj.钝的，不锋利的；生硬的；直率的 vt.使迟钝 n.(Blunt)人名；(英)布伦特
57 boards 1 ['bɔːdz] n. 护板；舞台 名词board的复数形式.
58 boneless 1 ['bəunlis] adj.无骨的
59 brand 1 [brænd] vt.铭刻于，铭记；打烙印于；印…商标于 n.商标，牌子；烙印 n.(Br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西、意、罗、葡、
56

捷、芬、瑞典、匈)布兰德；(法)布朗

breaking 1 ['breikiŋ] n.破坏；阻断 v.破坏（break的ing形式）
61 breakup 1 ['breikʌp] n.解体；分裂；崩溃；馏分组成；停止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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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3 bringing 1 [briŋ] vt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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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4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65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66 bulb 1 [bʌlb] n.电灯泡；鳞茎；球状物 vi.生球茎；膨胀成球状
67 business 6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68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69 bu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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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0 buy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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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71 by 8 prep.通过；被；依据；经由；在附近；在……之前 adv.通过；经过；附近；[互联网]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
72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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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60

的）食品罐头

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74 causing 1 [kɔː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75 cemetery 1 ['semitəri] n.墓地；公墓
76 centennial 1 [sen'tenjəl] adj.一百年的 n.百年纪念
77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78 ceremonies 1 英 ['serəməni] 美 ['serəmoʊni] n. 仪式；礼节；典礼
79 ceremony 1 ['seriməuni] n.典礼，仪式；礼节，礼仪；客套，虚礼
80 chain 1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81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82 changed 2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83 chartering 1 ['tʃɑːtərɪŋ] n. 租用 动词charter的现在分词.
84 cheaper 2 ['tʃiːpər] adj. 比较便宜的
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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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ip 1 vt.削，凿；削成碎片 vi.剥落；碎裂 n.[电子]芯片；筹码；碎片；(食物的)小片;薄片
86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87 climb 1 [klaim] vi.爬；攀登；上升 vt.爬；攀登；上升 n.爬；攀登
88 clip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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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89

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close

cnn 5 [ˌsiː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91 co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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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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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3 commemoration 1 [kə,memə'reiʃən] n.纪念；庆典；纪念会
94 companies 4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95 comp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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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96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97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98 completed 1 [kəm'pliː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99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100 computers 1 [kəm'pjuːtəz] n.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.
101 conglomerate 2 [kən'glɔmərət, -reit, kən'glɔməreit] vi.凝聚成团 n.[岩]砾岩；企业集团；聚合物 adj.成团的；砾岩性的 vt.使聚结；凝聚
92

成团

consumer 2 [kən'sju:mə] n.消费者；用户，顾客
103 consumers 1 [kən'sjuːməs] n. 顾客 名词consumer的复数形式.
104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ː]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105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106 core 1 [kɔ:] n.核心；要点；果心；[计]磁心 vt.挖...的核 n.(Core)人名；(英)科尔；(西、意)科雷
107 costs 2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108 country 2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
102

乐的

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110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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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2 customers 1 ['kʌstəməz] n. 顾客；<口>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
113 day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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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10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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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5 debt 1 [det] n.债务；借款；罪过
116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117 deck 1 [dek] n.甲板；行李仓；露天平台 vt.装饰；装甲板；打扮 n.(De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德克
118 dema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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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19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120 diamond 1 ['daiəmənd] n.钻石，金刚石；菱形；方块牌 adj.菱形的；金刚钻的 n.(Diamond)人名；(英、意、葡)戴蒙德；(法)迪亚
114

蒙

direction 1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122 discussing 1 [dɪ'skʌs] v. 讨论；论述；商量
123 divided 1 [di'vaidid] adj.分裂的；分开的；有分歧的 v.分开（divide的过去分词）；分离
124 do 1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121
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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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domestic 1 [dəu'mestik] adj.国内的；家庭的；驯养的；一心只管家务的 n.国货；佣人
126 dominating 1 ['dɒmɪneɪtɪŋ] adj. 主要的；专横的；独裁的 动词domina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1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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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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28 double 1 ['dʌbl] n.两倍；双精度型 adj.双重的；两倍的 vi.加倍，加倍努力；快步走 vt.使加倍 adv.双重地；两倍地；弓身地 n.
127

(Double)人名；(法)杜布勒；(英)道布尔
129

1 [drein] vi.排水；流干 vt.喝光，耗尽；使流出；排掉水 n.排水；下水道，排水管；消耗 n.(Drain)人名；(英)德雷恩；(法)
德兰

drain

drop 1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131 dryers 1 [d'raɪəz] 干燥机
132 due 1 [dju:, du:] adj.到期的；预期的；应付的；应得的 n.应付款；应得之物 adv.正（置于方位词前） n.(Due)人名；(英)迪尤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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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34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135 earth 1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136 eat 1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137 economists 2 [ɪ'kɒnəmɪsts] 经济理论界
138 economy 2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139 Edison 3 ['edisn] n.爱迪生（美国发明家）
140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141 egan 2 n.伊根（爱尔兰人名） n.伊根（地名，在美国）
142 electric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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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43 electricity 1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144 electronics 2 [,ilek'trɔniks] n.电子学；电子工业
145 elevated 1 ['eliveitid] adj.提高的；高尚的；严肃的；欢欣的 v.提高；抬起；振奋；提拔（elevate的过去分词） n.高架铁路
146 emphasize 1 ['emfəsaiz] vt.强调，着重
147 employees 2 [ˌemplɔɪ'iː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148 encouraged 1 英 [ɪn'kʌrɪdʒd] 美 [ɪn'kɜːɪdʒd] adj. 被鼓励的 v. 鼓励；促进；支持（动词encour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49 end 5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150 energy 3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151 engine 1 ['endʒin] n.引擎，发动机；机车，火车头；工具
152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153 even 2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130
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event 2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155 everyday 2 ['evridei] adj.每天的，日常的 n.平时；寻常日子
156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157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158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159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160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161 expenses 1 [ɪks'pensɪz] n. 费用；开支 名词expense的复数形式.
162 expensive 1 [ik'spensiv] adj.昂贵的；花钱的
163 experts 2 英 ['ekspɜːt] 美 ['ekspɜːr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164 fall 1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154
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166 fed 1 v.喂养（feed过去式） abbr.联邦储备局（theFederalReserveSystem）
167 Feder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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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65
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few 2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169 fighting 1 ['faitiŋ] adj.战斗的；好战的；适于格斗的 n.战斗，搏斗 v.奋斗（fight的ing形式）；打仗；与…进行拳击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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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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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nances 1 ['faɪnænsɪz] n. 财源；资产 名词finance的复数形式.
172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173 firs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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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1
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flexibility 1 [,fleksi'biliti] n.灵活性；弹性；适应性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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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76 focus 1 ['fəukəs] n.焦点；中心；清晰；焦距 vt.使集中；使聚焦 vi.集中；聚焦；调节焦距 n.(Focus)人名；(瑞典)福库斯
177 folks 1 ['fəʊks] n. 人们；家人；父母 名词folk的复数形式.
178 food 2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179 for 1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180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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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174
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formally 1 ['fɔ:məli] adv.正式地；形式上
183 formed 1 [fɔ:md] adj.成形的，成形 v.成形加工（form过去时形式）
184 form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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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85 fought 1 [fɔ:t] v.战斗（fight的过去分词）；打架
186 founded 2 [faʊnd] v. 建立；创立；创办；熔铸；找到，发现（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187 founding 1 ['faundiŋ] adj.创办的；发起的 v.[机]铸造；建造；以…为基础（found的ing形式） n.[机]铸造；溶解
188 fraction 1 ['frækʃən] n.分数；部分；小部分；稍微
189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190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191 frustrated 2 [frʌ'streitid] adj.失意的，挫败的；泄气的 v.挫败；阻挠（frust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192 frustrating 2 [frʌ'streitiŋ] adj.令人沮丧的 v.使沮丧（frustrate的ing形式）
193 funneled 1 ['fʌnəld] adj. 漏斗形的； 有漏斗的； 有 ... 烟囱的 动词funn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194 gain 1 [gein] n.增加；利润；收获 vt.获得；增加；赚到 vi.增加；获利 n.(Gain)人名；(英、匈、法)盖恩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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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6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197 ge 9 [ʒei] abbr.美国通用电气公司（GeneralElectricCo.）；总能量（grossenergy） n.(Ge)人名；(朝)揭；(俄)格
198 general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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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199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200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201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202 giant 1 ['dʒaiənt] n.巨人；伟人；[动]巨大的动物 adj.巨大的；巨人般的
203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204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205 go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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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6 go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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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182
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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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09 goods 3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210 gotten 2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211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212 Greater 1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213 grew 1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214 grind 1 [graind] vt.磨碎；磨快 vi.磨碎；折磨 n.磨；苦工作 n.(Grind)人名；(法、德)格林德
215 grocery 1 ['grəusəri] n.食品杂货店 食品杂货
2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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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rowing 2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217 grown 1 [grəun] adj.长大的；成年的；长满某物的 v.生长；变成；栽培（grow的过去分词）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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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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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0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221 harden 1 ['hɑ:dən] vi.变硬，变坚固；变坚强；变冷酷 vt.使…变硬；使…坚强；使…冷酷；使…麻木不仁 n.(Harden)人名；(英、
216

德、罗、瑞典)哈登；(法)阿尔当

Harding 1 ['ha:diŋ] n.哈丁（姓氏）；哈丁（美国前总统）
223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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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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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25 healthcare 2 ['helθkeə] 保健
226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227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222
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229 high 1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228

名；(英)海伊

higher 4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231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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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33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234 historic 2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235 hit 1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236 holiday 1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237 holidays 1 ['hɔlədiz] adv.每逢假日，在假日 v.度假（holiday的单三形式） n.假日（holiday的复数形式）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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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30
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honor 1 ['ɔnə] n.荣誉；信用；头衔 vt.尊敬（等于honour）；给…以荣誉
240 honors 1 ['ɒnəz] n. 礼遇；优异成绩 名词honor的复数形式.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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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39

名；(英)豪斯

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243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244 if 5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245 II 1 abbr.微光（ImageIntensification）
246 in 3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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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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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incandescent 1 [,inkæn'desənt] adj.辉耀的；炽热的；发白热光的
248 increa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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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49 index 2 ['indeks] n.指标；指数；索引；指针 vi.做索引 vt.指出；编入索引中
250 individual 2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251 inflation 9 [in'fleiʃən] n.膨胀；通货膨胀；夸张；自命不凡
252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247

关系的；世界的

into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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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4 invent 1 [in'vent] vt.发明；创造；虚构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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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6 invention 1 [in'venʃən] n.发明；发明物；虚构；发明才能
257 inventories 1 英 ['ɪnvəntri] 美 ['ɪnvəntɔːri] n. 详细目录；存货(清单) vt. 编制(详细目录)
258 investors 1 [ɪn'vestəz] 投资者
2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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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 2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260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261 it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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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5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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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items 3 ['aɪtəm] n. 项目；条款；一件商品（或物品）；一则或一条新闻 adv. 也
263 its 10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264 jet 1 [dʒet] n.喷射，喷嘴；喷气式飞机；黑玉 adj.墨黑的 vt.射出 vi.射出；[航]乘喷气式飞机
265 jumped 1 [dʒʌmp] n. 跳跃；跳动；上涨 v. 跳越；暴涨
266 just 8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26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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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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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68 kitchen 1 ['kitʃin] n.厨房；炊具；炊事人员 n.(Kitchen)人名；(英)基钦
269 knew 1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270 know 5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271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272 lab 1 [læb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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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267

拉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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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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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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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277 lay 1 vt.躺下；产卵；搁放；放置；铺放；涂，敷 adj.世俗的；外行的；没有经验的 n.位置；短诗；花纹方向；叙事诗；性伙伴
276

vi.下蛋；打赌 v.躺；位于（lie的过去式）

laying 1 ['leiiŋ] n.敷设；布置；产卵数；瞄准 v.放置；产卵（lay的ing形式）
279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280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281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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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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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284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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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7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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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lights 1 [laits] n.灯光（light的复数）；（供食用的）家畜的肺脏 v.点亮（light的三单形式）
287 lik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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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8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289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290 ll 2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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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86
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29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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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
(英)卢克

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294 low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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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3

厄

machine 1 [mə'ʃi:n] n.机械，机器；机构；机械般工作的人 vt.用机器制造 n.(Machine)人名；(意)马基内
296 ma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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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5
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ma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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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298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2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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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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0 massive 1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301 materials 1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302 maximize 1 ['mæksimaiz] vt.取…最大值；对…极为重视 vi.尽可能广义地解释；达到最大值
303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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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05 meaning 1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306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307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308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309 memorial 1 [英 [mə'mɔ:rɪəl] 美 [məˈmɔriəl, -ˈmor] n.纪念碑，纪念馆；纪念仪式；纪念物 adj.记忆的；纪念的，追悼的
310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311 microwave 1 ['maikrəuweiv] n.微波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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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13 minutes 1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314 misstep 1 [,mis'step, 'mis-] n.失足；过失；踏错；失策 vi.失足；走上歧途
315 money 2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316 month 5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317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318 mor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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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299

西、以)莫雷
319

2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most

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321 mozzarella 1 [,mɔtsə'relə] n.马苏里拉奶酪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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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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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24 name 2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320

(姓)；(英)内姆

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326 namesake 1 ['neimseik] n.名义；同名物；同名的人
327 national 2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328 nearly 2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329 necessarily 1 ['nesəsərəli, ,nesə'serəli] adv.必要地；必定地，必然地
330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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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2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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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4 not 8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335 noticeable 1 ['nəutisəbl] adj.显而易见的，显著的；值得注意的
336 November 4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337 now 10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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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39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340 October 4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341 of 3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342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343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3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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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345 OK 1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j.好的；不错的 adv.行；很好 int.好；可以 vt.对…表示同意 n.同意
346 O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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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4
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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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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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0 operating 1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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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2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353 o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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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47

灭；驱逐
35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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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overseas 1 ['əuvə'si:z] adv.在海外，海外 adj.海外的，国外的
356 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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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7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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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9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360 parades 1 n. 游行；检阅 名词parade的复数形式.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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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55
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363 particularly 1 [pə'tikjuləli] adv.特别地，独特地；详细地，具体地；明确地，细致地
364 partners 1 英 ['pɑːtnə(r)] 美 ['pɑːrtnər] n. 伙伴；搭档；伴侣；合伙人 v. 同 ... 合作；做 ... 的搭档
365 past 2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366 pa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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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7 peak 1 [pi:k] n.山峰；最高点；顶点；帽舌 vt.使达到最高点；使竖起 vi.消瘦；到达最高点；变憔悴 adj.最高的；最大值的 n.
362

(Peak)人名；(英)皮克

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369 percen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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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0 perspective 1 [pə'spektiv] n.观点；远景；透视图 adj.透视的
371 pizza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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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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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68

莱斯

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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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75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376 polish 1 n.磨光，擦亮；擦亮剂；优雅，精良 vi.擦亮，变光滑 vt.磨光，使发亮；使完美;改进 v.磨光；修改；润色 adj.波兰的
377 poser 1 ['pəuzə] n.难题；装腔作势者；不易处理的事 n.(Poser)人名；(德、法)波泽
378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379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380 presidential 1 [,prezi'denʃəl] adj.总统的；首长的；统辖的
381 press 1 [pres] vt.压；按；逼迫；紧抱 vi.压；逼；重压 n.压；按；新闻；出版社；[印刷]印刷机 n.(Press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
373
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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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383 price 1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384 prices 12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385 probably 3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386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3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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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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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的

products 1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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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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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388

(泰、缅)布

quite 2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392 raises 1 ['reɪzɪz] n. 加薪；增加 名词raise的复数形式.
393 rami 1 ['reimai] n.支（ramus的复数） n.(Rami)人名；(法、西、意、芬、塞)拉米
394 rate 2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395 ray 1 n.射线；光线；【鱼类】鳐形目(Rajiformes)鱼 vt.放射；显出 vi.放射光线；浮现
396 re 3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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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3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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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391

人名；(英)雷迪
39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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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realm 1 [relm] n.领域，范围；王国
401 reasons 1 ['riː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402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403 reflect 1 vt.反映；反射，照出；表达；显示;反省 vi.反射，映现；深思
404 refrigerator 1 [ri'fridʒəreitə, ri:-] n.冰箱，冷藏库
405 regularly 1 ['regjələli] adv.定期地；有规律地；整齐地；匀称地
406 reinvented 1 [ˌriːɪn'vent] v. 再发明；改造；重新使用
4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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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408 repor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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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09 reporter 1 [ri'pɔ:tə] n.记者
410 repurpose 1 [,ri:'pə:pəus] vt.改换意图；重新目的化
411 reserve 2 n.储备，储存；自然保护区；预备队；缄默；[金融]储备金 vt.储备；保留；预约 vi.预订 n.(Reserve)人名；(法)勒塞尔
400

夫

resin 1 ['rezin] n.树脂；松香 vt.涂树脂；用树脂处理 n.(Resin)人名；(俄)列辛；(法)勒森
413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414 rides 1 [raɪd] v. 骑；乘 n. 交通工具；骑；乘车；搭便车
4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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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12

人名；(英)赖特

rise 2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417 rolled 1 [rəuld] adj.轧制的；滚制的 v.使…转动；摇摆（roll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
418 rose 1 n.玫瑰；粉红色；蔷薇（花）；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.玫瑰花的；玫瑰色的；粉红色的；带有玫瑰香味的 vt.使成玫瑰色，
416

使（面颊）发红；使有玫瑰香味 vi.起义(rise的过去式)；升起；（数量）增加；休会
4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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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rush

safeway 1 西夫韦（连锁超市）；喜互惠（连锁超市）
421 sales 1 [seilz] adj.销售的，售货的；有关销售的 n.销售（sale的复数）；销售额 n.(Sales)人名；(意、西、葡)萨莱斯；(法)萨勒；
420

(英)塞尔斯
1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422

same

423

say

3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4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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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24
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42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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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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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elf 1 [self] n.自己，自我；本质；私心 adj.同一的 vt.使自花授精；使近亲繁殖 vi.自花授精 n.(Self)人名；(英)塞尔夫
428 selling 1 ['seliŋ] n.销售；出售 v.出售（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(Selling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塞林
429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430 senses 1 [[sens] n. 感觉；意义；判断力 名词sense的复数形式.
431 separate 2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432 September 2 [sep'tembə] n.九月
433 served 2 英 [sɜːv] 美 [sɜːr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434 servic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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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35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436 serving 1 ['sə:viŋ] n.服务；上菜；一份食物 v.服务（serve的ing形式） adj.用于上菜的 n.(Serving)人名；(瑞典)塞尔温
437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438 shadow 1 n.阴影；影子；幽灵；庇护；隐蔽处 vt.遮蔽；使朦胧；尾随；预示 vi.变阴暗 adj.影子内阁的
439 ships 1 [ʃɪps] n.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.
440 shopper 1 ['ʃɔpə] n.购物者；顾客
441 shoppers 1 n.购物者（shopper复数）
442 shortages 2 ['ʃɔːtɪdʒɪz] 缺陷
443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4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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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427

肖

shred 1 [ʃred] n.碎片；少量剩余；最少量；破布 vt.切成条状；用碎纸机撕毁 vi.撕碎
446 simple 1 ['simpl] adj.简单的；单纯的；天真的 n.笨蛋；愚蠢的行为；出身低微者 n.(Simple)人名；(法)桑普勒
447 simply 1 ['simpli] adv.简单地；仅仅；简直；朴素地；坦白地
448 since 4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449 Singh 1 [siŋ] n.辛格（印度总理）；查理·拉杰（电影名）
450 sink 1 [siŋk] vi.下沉；消沉；渗透 vt.使下沉；挖掘；使低落 n.水槽；洗涤槽；污水坑 n.(Sink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辛克
451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452 skateboard 2 ['skeitbɔ:d] n.溜冰板 vi.用滑板滑行
453 skateboards 2 英 ['skeɪtbɔːd] 美 ['skeɪtbɔːrd] n. 溜冰板(一种装有滑轮的椭圆形滑板) v. 滑滑板
454 skyrocketing 1 [s'kaɪrɒkɪtɪŋ] 价格飞涨
455 slap 1 [slæp] vt.拍击；侮辱；掌击；掴…的耳光 n.掴；侮辱；掌击；拍打声 vi.掴；拍击 adv.直接地；猛然地；恰好
456 slice 1 [slais] n.薄片；部分；菜刀，火铲 vt.切下；把…分成部分；将…切成薄片 vi.切开；割破
457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458 smart 1 [smɑːt] adj.聪明的；巧妙的；敏捷的；厉害的；潇洒的；剧烈的；时髦的 n.(Smart)人名；(法)斯马尔；(英、德)斯马特
459 smartphones 1 [s'mɑːtfəʊnz] 智能手机
460 snag 1 [snæg] n.障碍；意外障碍；突出物 vt.抓住机会；造成阻碍；清除障碍物 vi.被绊住；形成障碍
461 so 7 ['səu, 弱 sə] adv.如此，这么；确是如此 conj.所以；因此 pron.这样 n.(So)人名；(柬)索
462 sold 1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463 soldier 4 ['səuldʒə] n.军人；[昆]兵蚁；懒汉；一片烤面包 vi.当兵；磨洋工；坚持干；假称害病
464 som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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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45

>稍微

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4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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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67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4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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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46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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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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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0 split 2 [split] vt.分离；使分离；劈开；离开；分解 vi.离开；被劈开；断绝关系 n.劈开；裂缝 adj.劈开的
471 squeezed 1 [skwiːz] v. 挤压；塞进；压榨；设法腾出 n. 挤压；少量；拥挤；严控；财政困难
4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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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arts 1 [s'tɑːts] v. 开始；启动；开创（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开始；开创（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）
473 steel 1 [sti:l] n.钢铁；钢制品；坚固 vt.钢化；使冷酷 adj.钢制的；钢铁业的；坚强的 n.(Steel)人名；(德)施特尔；(英)斯蒂尔
4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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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5 stores 1 [s'tɔː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4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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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7 strip 1 [strip] vt.剥夺；剥去；脱去衣服 n.带；条状；脱衣舞 vi.脱去衣服
478 struggled 1 ['strʌgəld] adj.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479 stuff 1 [stʌf] n.东西；材料；填充物；素材资料 vt.塞满；填塞；让吃饱 vi.吃得过多
480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481 supply 2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482 surging 1 ['sɜːdʒɪŋ] adj. 浪涌的；冲击的 动词surge的现在分词形式.
4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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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4 technology 2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485 televisions 1 n.电视( television的名词复数 ); 电视机; 电视台; 电视系统
486 temporary 1 ['tempərəri] adj.暂时的，临时的 n.临时工，临时雇员
487 tha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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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7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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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9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490 tha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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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1 the 7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4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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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93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494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495 there 4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496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497 they 9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498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499 things 3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500 think 2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5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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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2 Thomas 1 ['tɔməs] n.托马斯（男子名）；多马（耶稣十二门徒之一）
503 those 4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504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505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5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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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07 to 3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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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488

(普通话·威妥玛)

toaster 1 ['təustə] n.烤面包器，烤箱；祝酒人；烤面包的人
509 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5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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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1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512 tomb 5 [tu:m] n.坟墓；死亡 vt.埋葬 n.(Tomb)人名；(英)图姆
513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514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515 transportation 1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516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517 trucks 1 [trʌk] n. 卡车；手推车；敞篷货车 n. 交易；交往；商品蔬菜；实物工资；<口>垃圾 v. 以卡车运 v. 交易；打交道
5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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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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9 TV 1 ['ti:'vi:] abbr.电视（television）
520 unfortunately 1 [ʌn'fɔ:tʃənətli] adv.不幸地
521 unidentified 2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522 uniform 1 ['ju:nifɔ:m] adj.统一的；一致的；相同的；均衡的；始终如一的 n.制服 vt.使穿制服；使成一样
523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524 unknow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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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5 up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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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26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527 used 3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528 value 3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529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530 veterans 5 ['vetərənz] n. 退伍军人 名词veteran的复数形式.
531 video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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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2 visiting 1 ['vizitiŋ] n.拜访，访问；参观 adj.参观的；游览的 v.参观（visit的现在分词）；拜访
533 visitors 1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534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535 w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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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36 want 2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537 war 3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538 warren 1 ['wɔrən, 'wɔ:-] n.养兔场；大杂院；拥挤的地区
539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540 washers 1 n. 垫圈（washer的复数形式）；洗净器
541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542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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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3 we 6 [wi:弱 wi] pron.我们（主格）；笔者，本人（作者或演讲人使用）；朕，寡人 n.(We)人名；(缅)韦
544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545 were 6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5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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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47 wheels 1 [wiːl] n. 方向盘；车轮；旋转；周期 vi. 旋转；转动；改变方向 vt. 用车运；转动；给 ... 装轮子
5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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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18
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550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551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552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553 widely 1 ['waidli] adv.广泛地
554 will 2 [wɪl] n.意志；决心；情感；遗嘱；意图；心愿 vt.决心要；遗赠；用意志力使 vi.愿意；下决心 aux.将；愿意；必须
5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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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556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557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549
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559 worried 1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560 worrying 1 ['wʌriiŋ, -'wə:-] adj.令人担心的；烦恼的 v.担心（worry的ing形式）
561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562 would 4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563 wreath 1 [ri:θ] n.花冠；圈状物 vt.环绕（等于wreathe） vi.盘旋（等于wreathe）
5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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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4

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人名；(英)朗

year 5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566 years 7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567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568 you 18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569 your 6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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