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4-08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Sophia the Robot Now Eyeing
Music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2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sophia 15 [sə'faiə] n.索菲娅（女子名）

3 is 1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4 and 1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digital 12 ['didʒitəl] adj.数字的；手指的 n.数字；键

6 of 1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7 artwork 9 ['ɑ:twə:k] n.艺术品；插图；美术品

8 i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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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 to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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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 a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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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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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n 7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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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can 6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的）食品罐头

15 for 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6 Hanson 6 n.韩氏兄弟合唱团（美国乐队组合）；汉森（姓氏）

17 NFT 6 neurofibrillary tangle 神经纤维缠结, 神经原纤维紊乱, nitrazine fern test 硝嗪蕨试验

18 robot 6 ['rəubɔt, -bət, 'rɔbət] n.机器人；遥控设备，自动机械；机械般工作的人

19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0 artist 5 ['ɑ:tist] n.艺术家；美术家（尤指画家）；大师

21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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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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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sold 5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24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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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work 4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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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painted 3 ['peintid] adj.描画的；着色的；刷上油漆的 v.油漆（pai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Painted)人名；(瑞典)帕因特德

28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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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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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0 sto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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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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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dj 2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33 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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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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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uthentic 2 [ɔ:'θentik] adj.真正的，真实的；可信的

35 becoming 2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36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37 buyer 2 ['baiə] n.买主；采购员 n.(Buyer)人名；(英)拜尔；(法)比耶；(德)布耶尔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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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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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called 2 [kɔː l]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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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career 2 n.生涯；职业；事业；速度，全速 adj.作为毕生职业的 vi.全速前进，猛冲

41 collector 2 [kə'lektə] n.收藏家；[电子]集电极；收税员；征收者

42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43 Evans 2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44 file 2 n.文件；档案；文件夹；锉刀 vt.提出；锉；琢磨；把…归档 vi.列队行进；用锉刀锉 n.(File)人名；(匈、塞)菲莱

45 first 2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46 form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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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generate 2 vt.使形成；发生；生殖；产生物理反应

48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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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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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0 human 2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51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52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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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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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Jonathan 2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55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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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mechanical 2 [mi'kænikəl] adj.机械的；力学的；呆板的；无意识的；手工操作的

58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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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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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permits 2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62 piece 2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63 pieces 2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64 robotics 2 [rəu'bɔtiks] n.机器人学（robotic的复数）

65 robots 2 ['rəʊbɒts] 机器人

66 shared 2 英 [ʃeəd] 美 [ʃerd] adj. 共享的；共用的 v. 分享，共享；分配；共有（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7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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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technology 2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69 trend 2 [trend] n.趋势，倾向；走向 vi.趋向，伸向 vt.使…趋向 n.(Trend)人名；(英)特伦德

70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71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72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73 abilities 1 [ə'bɪləti] n. 能力；才能

74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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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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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77 ai 1 [ai] abbr.人工智能（artificialintelligence） n.(Ai)人名；(中)艾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日)爱(名)

78 Alice 1 ['ælis] n.爱丽丝（女子名）

79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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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andrea 1 ['ændriə; ɔ:n'dreiə] n.安德里亚（男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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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83 Arabian 1 [ə'reibiən] adj.阿拉伯的；阿拉伯人的 n.阿拉伯人

84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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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arm 1 n.手臂；武器；袖子；装备；部门 vi.武装起来 vt.武装；备战

86 assist 1 [ə'sist] n.帮助；助攻 vi.参加；出席 vt.帮助；促进

87 associated 1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88 attached 1 [ə'tætʃt] adj.附加的；依恋的，充满爱心的 v.附上（attach的过去分词）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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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91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92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93 bought 1 [bɔ:t] v.买（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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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96 checked 1 [tʃekt] adj.选中的；格子花纹的 v.检查（che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97 citizen 1 ['sitizən] n.公民；市民；老百姓

98 citizenship 1 ['sitizənʃip] n.[法]公民身份，公民资格；国籍；公民权

99 collective 1 [kə'lektiv] adj.集体的；共同的；集合的；集体主义的 n.集团；集合体；集合名词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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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梅

101 connect 1 [kə'nekt] vt.连接；联合；关连 vi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

102 containing 1 [kən'teɪnɪŋ] n. 包含；包括 v. 容纳；包含；抑制；克制（动词contain的现在分词）

103 conversations 1 n. 会话（conversation的复数）

104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
105 costliest 1 ['kɒstlɪɪst] adj. 最昂贵的

106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107 creation 1 [kri:'eiʃən] n.创造，创作；创作物，产物

108 creative 1 [kri'eitiv] adj.创造性的

109 creator 1 [kri'eitə] n.创造者；创建者

110 cryptocurrency 1 英[krɪptəʊkʌrənsi] 美[krɪptoʊkɜ rːənsi] 加密货币

111 currency 1 ['kərənsi] n.货币；通货

112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113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114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15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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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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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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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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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even 1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121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122 excited 1 [ik'saitid] adj.兴奋的；激动的；活跃的 v.激动；唤起（excite的过去分词）

123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124 exists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
125 expressions 1 [ik'spreʃənz] n.[数]表达式；表情；公式；表示式（expression是复数形式）

126 eyeing 1 ['aɪɪŋ] vbl. 注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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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facial 1 ['feiʃəl] adj.面部的，表面的；脸的，面部用的 n.美容，美颜；脸部按摩

128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129 fashionable 1 ['fæʃənəbl] adj.流行的；时髦的；上流社会的

130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31 fung 1 中国姓氏冯、凤、封的音译

132 fungible 1 ['fʌndʒibl] adj.代替的；可取代的 n.代替物

133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134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135 Hai 1 [hai] abbr.国际保健行动（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）；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（HotAirIntake） n.(Hai)人名；(阿拉
伯、巴基)哈伊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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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137 healthcare 1 ['helθkeə] 保健

138 herself 1 [hə:'self] pron.她自己（she的反身代词）；她亲自

139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40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141 image 1 ['imidʒ] n.影像；想象；肖像；偶像 vt.想象；反映；象征；作…的像 n.(Image)人名；(法)伊马热

142 imagined 1 [ɪ'mædʒɪn] vt. 想像；设想；料想；猜想；认为 vi. 想像

143 industries 1 ['ɪndəstri] n. 工业；产业；行业；勤勉；勤劳

144 instantiation 1 [in,stænʃieiʃən] n.实例化；[计]例示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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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jointly 1 ['dʒɔintli] adv.共同地；连带地

147 jokes 1 n.笑话（joke的复数） v.说笑话（joke的三单形式）；和…开玩笑

148 knowledge 1 ['nɔlidʒ] n.知识，学问；知道，认识；学科 n.(Knowledge)人名；(南非)诺利奇

149 large 1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150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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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list 1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153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154 machinery 1 n.机械；机器；机构；机械装置

155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156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57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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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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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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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162 musical 1 ['mju:zikəl] adj.音乐的；悦耳的 n.音乐片

163 musician 1 [mju:'ziʃən] n.音乐家

164 musicians 1 [mju:'zɪʃənz] n. 音乐家（musician的复数）；乐师

165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66 network 1 ['netwə:k] n.网络；广播网；网状物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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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169 objects 1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
170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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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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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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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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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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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ownership 1 ['əunəʃip] n.所有权；物主身份

178 painting 1 ['peintiŋ] n.绘画；油画；着色 v.绘画（paint的ing形式）；涂色于 n.(Painting)人名；(英)佩因廷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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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photo 1 ['fəutəu] n.照片

181 physical 1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182 pop 1 [pɔp] n.流行音乐；汽水；砰然声；枪击 vi.突然出现；爆开；射击；瞪大；发出爆裂声 vt.取出；开枪打；抛出；突然伸
出；突然行动 adj.流行的；通俗的；热门的 adv.突然；砰地 abbr.邮局协议（postofficeprotocol） n.(Pop)人名；(罗、捷、塞)波
普

183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184 portrait 1 ['pɔ:trit, -treit, 'pəu-] n.肖像；描写；半身雕塑像 n.(Portrait)人名；(法)波特雷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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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186 project 1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187 proof 1 [pru:f] n.证明；证据；校样；考验；验证；试验 adj.防…的；不能透入的；证明用的；耐…的 vt.试验；校对；使不被穿
透

188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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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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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尔

192 realistic 1 [,riə'listik, ,ri:-] adj.现实的；现实主义的；逼真的；实在论的

193 recognize 1 ['rekəgnaiz] vt.认出，识别；承认 vi.确认，承认；具结

194 relating 1 [rɪ'leɪtɪŋ] adj.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.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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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197 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
198 saudi 1 adj.沙特阿拉伯（人或语）的； n.沙特阿拉伯人 n.SaudiArabianAirlines的简称，沙特阿拉伯航空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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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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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202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203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204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205 sings 1 [sɪŋ] v. 唱；鸣叫；歌颂；称赞；<俚>告密 n. 合唱会 abbr. 单数的（=singular）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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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08 soo 1 abbr.超氧化物歧化酶；单点登录系统；销售订单 n.(Soo)人名；(日)囎唹(姓)

209 speaks 1 [spiː k] v. 讲；说话；演说；发言

210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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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13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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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215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216 titled 1 ['taitld] adj.有头衔的；有标题的 v.加标题于；授予…称号（title的过去分词）

217 token 1 ['təukən] n.表征；代币；记号 adj.象征的；表意的；作为对某事的保证的 vt.象征；代表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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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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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twitter 1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
221 vide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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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view 1 [vju:] n.观察；视野；意见；风景 vt.观察；考虑；查看

223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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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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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226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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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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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229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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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Zen 1 [zen] n.禅；禅宗；禅宗信徒（等于ZenBuddhism） n.(Zen)人名；(意、索、纳米、印尼、英)泽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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