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0-11-19 [As It Is] US Government Ends Boeing 737 MAX Flight
Ban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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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3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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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6 adj 1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7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8 after 7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9 agencies 3 ['eɪdʒənsi] n. 代理；代理处；政府机构

10 agency 3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1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12 air 5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3 aircraft 3 ['εəkrɑ:ft] n.飞机，航空器

14 airlines 3 ['erlaɪns] n. 航空公司

15 airplane 2 ['εəplein] n.飞机

16 airplanes 1 飞机

17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18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9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0 and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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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nounce 1 [ə'nauns] vt.宣布；述说；预示；播报 vi.宣布参加竞选；当播音员

22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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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nti 1 ['ænti, -tai] adj.反对的 n.反对者，反对论者 n.(Anti)人名；(意)安蒂；(阿拉伯)安提

25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26 approvals 1 n.赞许；赞成; 批准（ approval的名词复数 ）; [复数][商业]包退换商品

27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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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9 aviation 3 [,eivi'eiʃən] n.航空；飞行术；飞机制造业

30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31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32 balanced 1 ['bælənst] adj.平衡的；和谐的；安定的 v.用天平称；保持稳定；使…相称（balance的过去分词）

33 ban 1 [bæn] vt.禁止，取缔 n.禁令，禁忌 n.(Ban)人名；(日)蕃(名)；(缅、老、柬)班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万；(法)邦；(中)饼(广东
话·威妥玛)；(德、塞、罗、阿拉伯)巴恩；(英)班恩

34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5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6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37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38 boeing 12 ['bəuiŋ] n.波音（客机）

39 both 2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40 Brazil 1 [brə'zil] n.巴西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41 broken 1 ['brəukən] adj.破碎的；坏掉的 v.折断；打碎；损坏（break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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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43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44 b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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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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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47 cancel 1 vt.取消；删去 vi.取消；相互抵消 vi.取消，撤销 n.取消，撤销 n.(Cancel)人名；(法)康塞尔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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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50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51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52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53 chief 2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54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55 classes 1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56 cleared 1 [klɪəd] adj. 清除的 动词cl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57 clos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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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omes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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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60 commercial 2 [kə'mə:ʃəl] adj.商业的；营利的；靠广告收入的 n.商业广告

61 company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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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
63 computer 2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64 computers 1 [kəm'pju tːəz] n.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.

65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66 congressional 1 [kən'greʃənəl] adj.国会的；会议的；议会的

67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68 controls 1 英 [kən'trəʊls] 美 [kən'troʊls] n. 控制器；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.

69 cooperation 1 [kəu,ɔpə'reiʃən] n.合作，协作；[劳经]协力

70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71 crash 3 [kræʃ] n.撞碎；坠毁；破产；轰隆声；睡觉 vi.摔碎；坠落；发出隆隆声；(金融企业等)破产 vt.打碎；使坠毁、撞坏；擅
自闯入

72 crashed 3 [kræʃt] adj.失事的 v.碰撞，坠落，破产，垮台（crash的过去式）；崩溃

73 crashes 2 [kræʃ] v. 撞击；坠毁；发出巨响；崩溃；破产；<俚>宿夜 n. 轰隆声；猛撞；崩溃；暴跌；垮台；粗布 adj. 速成的

74 crisis 2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75 criticism 2 ['krɪtɪsɪzəm] n.批评；考证；苛求

76 criticized 1 ['krɪtɪsaɪz] v. 批评；挑剔；评论；非难；吹毛求疵

77 deadly 1 ['dedli] adj.致命的；非常的；死一般的 adv.非常；如死一般地

78 decision 5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79 deep 1 [di:p] n.深处；深渊 adj.深的；低沉的；深奥的 adv.深入地；深深地；迟 n.(Deep)人名；(英)迪普

80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81 dickson 1 n.迪克逊（姓氏）

82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83 dismissal 1 [dis'misəl] n.解雇；免职

84 display 2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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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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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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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dropped 1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
88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89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90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91 ends 1 ['endz] n. 结束；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.

92 English 1 ['iŋgliʃ] adj.英国人的；英国的；英文的 n.英语；英国人；英文；英格兰人 vt.把…译成英语

93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94 Ethiopian 3 [,i:θi'əupiən] adj.埃塞俄比亚的；黑人的 n.埃塞俄比亚人；黑人

95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96 Evans 1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97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98 examination 1 [ig,zæmi'neiʃən] n.考试；检查；查问

99 executive 1 adj.行政的；经营的；执行的，经营管理的 n.总经理；执行委员会；执行者；经理主管人员

100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101 faa 7 abbr. (美国)联邦航空局(=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) abbr. 共同海损及特殊海损均不赔偿(=Free of All Average)

102 facebook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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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faces 1 ['feɪsɪz] n.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.

104 families 2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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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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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107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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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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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111 flight 5 [flait] n.飞行；班机；逃走 vt.射击；使惊飞 vi.迁徙 n.(Flight)人名；(英)弗莱特

112 flown 1 v.飞行（fly的过去分词）

113 fl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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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flying 2 ['flaiiŋ] adj.飞行的 n.飞行 v.飞（fly的ing形式）

115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116 follows 1 ['fɒləʊz] n. 跟随；遵照 名词follow的复数形式.

117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18 frightened 1 ['fraitnd] adj.害怕的；受惊的；受恐吓的 v.害怕；使吃惊；吓走（frighten的过去分词）

119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20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
121 George 1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122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23 grief 2 [gri:f] n.悲痛；忧伤；不幸

124 grounded 2 adj.理性的；理智的；接触地面的 v.停（ground的过去式）；触地

125 grounding 1 ['graundiŋ] n.[电]接地；基础；搁浅；（染色的）底色 v.[电]接地（ground的ing形式）；搁浅

126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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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8 hansman 2 汉斯曼

129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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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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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33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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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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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4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35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36 hearings 2 n.听力( hearing的名词复数 ); 听觉; 听力所及的距离; 听证会

137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38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39 hurry 1 n.匆忙，急忙 v.仓促（做某事）；催促；（朝某方向）迅速移动；迅速处理 n.（英）赫里（人名）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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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141 husband 1 ['hʌzbənd] vt.节约地使用（或管理） n.丈夫 n.(Husband)人名；(英)赫斯本德

142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43 ignore 1 [ig'nɔ:] vt.驳回诉讼；忽视；不理睬

144 in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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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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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5 independent 1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
146 Indonesia 1 ['indəu'ni:zjə,-ʒə] n.印尼，印度尼西亚（东南亚岛国）

147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48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49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150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151 investigation 2 [in,vesti'geiʃən] n.调查；调查研究

152 investigations 1 [ɪnvestɪ'ɡeɪʃnz] 调查

153 investigators 1 [ɪn'vestɪɡeɪtəz] 侦查人员

154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155 is 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56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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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58 Java 1 ['dʒa:və] n.爪哇岛（位于印尼）；Sun公司推出的一种应用程序开发语言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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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jets 1 [dʒet] n. 喷气式飞机；喷口；喷射；喷气式发动机 v. 喷射；喷出；搭乘喷射式飞机

161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
162 Jonathan 1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163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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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166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67 led 2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168 legal 1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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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lik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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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likely 2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172 lion 1 ['laiən] n.狮子；名人；勇猛的人；社交场合的名流 n.(Lion)人名；(西、葡)利昂；(德、法、意、捷、瑞典)利翁；(英)莱昂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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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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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176 longest 1 ['lɔŋgist, 'lɔ:ŋ-] adj.最长的 n.(Longest)人名；(英)朗格斯特

177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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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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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march 2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180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181 Massachusetts 1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
182 max 12 n.]完全；彻底；最大限度；最大量；最大数

183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184 methodical 1 [mi'θɔdikəl, me-] adj.有系统的；有方法的

185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186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87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88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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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以)莫雷

189 most 1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190 move 2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191 m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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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192 nearly 2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93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94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95 no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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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97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98 of 1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199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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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202 On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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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着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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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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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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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07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08 ov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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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override 1 [,əuvə'raid] vt.推翻；不顾；践踏 n.代理佣金

210 oversight 1 ['əuvəsait] n.监督，照管；疏忽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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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213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214 passengers 1 旅客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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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17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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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219 permitted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220 pilot 1 ['pailət] n.飞行员；领航员 adj.试点的 v.驾驶；领航；试用 n.(Pilot)人名；(意、印)皮洛特；(法)皮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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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1 pilots 2 ['paɪləts] n. 飞行员；向导 名词pilot的复数形式.

222 plane 3 [plein] n.飞机；平面；程度，水平 vi.刨；乘飞机旅行；翱翔 vt.刨平；用刨子刨；掠过水面 adj.平的；平面的 n.(Plane)人
名；(塞、瑞典、法)普拉内

223 planes 3 [pleɪns] n. 位面；飞机 名词plane的复数形式.

224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225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226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227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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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230 profits 1 n.[会计]收益，红利；盈利（profit的复数）

231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232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233 pushed 1 [puʃt] adj.处于窘境的；为难的；推挤现象的 v.推；挤；逼迫（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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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泰、缅)布

235 reaction 1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
236 renewed 1 [ri'nju:d] adj.更新的；复兴的；重建的 v.更新；恢复（renew的过去分词）

237 repeatedly 2 [rɪ'piː tɪdli] adv. 重复地；再三地

238 rep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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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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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241 rest 1 [rest] vt.使休息，使轻松；把…寄托于 n.休息，静止；休息时间；剩余部分；支架 vi.休息；静止；依赖；安置 n.(Rest)人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
242 return 1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243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44 review 2 [ri'vju:] n.回顾；复习；评论；检讨；检阅 vt.回顾；检查；复审 vi.回顾；复习功课；写评论

245 ritter 1 ['ritə] n.骑士 n.(Ritter)人名；(英)里特；(西、俄、德、法、匈、捷)里特尔

246 Ryan 1 瑞恩；瑞安（人名）

247 sadness 1 ['sædnis] n.悲哀

248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249 safest 1 ['seɪfɪst] adj. 安全的 adv. 安全地

250 safety 4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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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拉伯)赛义德

252 sales 2 [seilz] adj.销售的，售货的；有关销售的 n.销售（sale的复数）；销售额 n.(Sales)人名；(意、西、葡)萨莱斯；(法)萨勒；
(英)塞尔斯

253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54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255 scrutiny 1 ['skru:tini] n.详细审查；监视；细看；选票复查

256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257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258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259 sensor 1 ['sensə, -sɔ:] n.传感器

260 separately 1 ['sepəritli] adv.分别地；分离地；个别地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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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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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3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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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话·威妥玛)

264 signed 1 [saind] adj.有符号的；已签字的；有正负之分的 v.署名；写下；预示；示意（sign的过去分词）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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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267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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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software 7 ['sɔftwεə, 'sɔ:-] n.软件

269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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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stall 2 [stɔ:l] n.货摊；畜栏；托辞 vi.停止，停转；拖延 vt.拖延；使停转；使陷于泥中 n.(Stall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

271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272 States 1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273 Stephen 1 ['sti:vən] n.斯蒂芬（男子名）

274 still 1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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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sto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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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stored 1 [stɔː d] adj. 存信息的；存储的 动词st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77 sto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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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279 suffer 1 ['sʌfə] vt.遭受；忍受；经历 vi.遭受，忍受；受痛苦；经验；受损害 n.(Suffer)人名；(意)苏费尔

280 suffering 1 ['sʌfəriŋ] n.受难；苦楚 adj.受苦的；患病的 v.受苦；蒙受（suffer的ing形式）

281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82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283 teaches 1 ['tiː tʃɪz] v. 教；教导；教授；教训（动词teach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84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285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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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286 t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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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the 5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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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290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91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92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293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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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ties 1 [taɪz] tie的复数形式

295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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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296 to 21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
(普通话·威妥玛)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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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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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301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02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303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304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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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us 2 pron.我们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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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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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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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victims 2 ['vɪktɪmz] n. 受害者 名词victim的复数形式.

309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310 VOA 1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311 wa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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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13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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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weak 1 [wi:k] adj.[经]疲软的；虚弱的；无力的；不牢固的

315 Wednesday 2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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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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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318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319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320 will 1 [wɪl] n.意志；决心；情感；遗嘱；意图；心愿 vt.决心要；遗赠；用意志力使 vi.愿意；下决心 aux.将；愿意；必须

321 wiring 1 ['waiəriŋ] n.[电]接线，架线；线路；金属线缝术 v.装电线（wire的现在分词）

322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23 words 1 [wə:dz] n.[计]字（word的复数）；话语；言语 v.用言语表达（word的三单形式）

324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25 worldwide 2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326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327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328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29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330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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