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8-16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Paying Real Money for Virtual
Cloth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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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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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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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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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7 alissa 1 [ə'lisə] n.艾丽萨（女子名，等于Alisa）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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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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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1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2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3 and 1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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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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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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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rtist 1 ['ɑ:tist] n.艺术家；美术家（尤指画家）；大师

19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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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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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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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22 avatar 2 n.（印度教，佛教）神的化身；（某种思想或品质）化身；（网络）头像，替身 n.(Avatar)电影《阿凡达》

23 avatars 5 n. 神使；替身；形象化符号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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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basically 1 ['beisikəli] adv.主要地，基本上

26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7 beautiful 1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
28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29 began 2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30 believers 1 n.信仰者（believer的复数形式）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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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33 black 1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34 blank 1 [blæŋk] adj.空白的；空虚的；单调的 n.空白；空虚；空白表格 vt.使…无效；使…模糊；封锁 vi.消失；成为空白 n.(Blank)
人名；(法)布朗克；(英、德、西、俄、罗、捷、瑞典、芬)布兰克

35 block 1 n.块；街区；大厦；障碍物 vt.阻止；阻塞；限制；封盖 adj.成批的，大块的；交通堵塞的 n.(Blo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芬、罗)布洛克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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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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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 bought 2 [bɔ:t] v.买（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8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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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Burberry 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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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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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buy 1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43 buyer 1 ['baiə] n.买主；采购员 n.(Buyer)人名；(英)拜尔；(法)比耶；(德)布耶尔

44 Buyers 1 n. 买主，买方，买家，采购员（名词buyer的复数形式）；拜尔斯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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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ll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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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48 can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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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50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51 clothes 1 [kləuðz] n.衣服

52 clothing 11 ['kləuðiŋ] n.（总称）[服装]服装；帆装 v.覆盖（clothe的ing形式）；给…穿衣

53 co 2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54 collect 1 [kə'lekt] vt.收集；募捐 vi.收集；聚集；募捐 adv.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.由收件人付款的 n.(Collect)人名；(英)科莱克特

55 com 1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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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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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59 company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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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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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onfusing 1 [kən'fju:ziŋ] adj.混乱的；混淆的；令人困惑的 v.使迷惑；使混乱不清；使困窘（confuse的ing形式）

63 cool 1 [ku:l] adj.凉爽的；冷静的；出色的 vt.使…冷却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变凉；平息 n.凉爽；凉爽的空气 adv.冷静地 n.(Cool)人
名；(法)科尔；(英)库尔

64 cos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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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66 course 1 n.科目；课程；过程；进程；道路；路线，航向；一道菜 vt.追赶；跑过 vi.指引航线；快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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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reated 2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69 crypto 1 ['kriptəu] n.秘密赞同者；秘密党员

70 cryptocurrency 2 英[krɪptəʊkʌrənsi] 美[krɪptoʊkɜ rːənsi] 加密货币

71 currency 1 ['kərənsi] n.货币；通货

72 dance 1 [dɑ:ns, dæns] n.舞蹈；舞会；舞曲 vi.跳舞；跳跃；飘扬 vt.跳舞；使跳跃 adj.舞蹈的；用于跳舞的 n.(Dance)人名；(英)丹
斯；(法)当斯

73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74 design 2 [di'zain] vt.设计；计划；构思 n.设计；图案 vi.设计

75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76 designing 1 [di'zainiŋ] adj.有计划的；狡猾的 n.设计；阴谋 v.计划；企图（design的现在分词）

77 designs 2 [dɪ'zaɪn] n. 设计；图样；图案；目的 v. 设计；计划

78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79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80 digital 4 ['didʒitəl] adj.数字的；手指的 n.数字；键

81 digitally 1 ['didʒitəli] adv.数位

82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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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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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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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85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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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87 dragon 1 ['drægən] n.龙；凶暴的人，凶恶的人；严厉而有警觉性的女人 n.(Dragon)人名；(匈)德劳贡；(英、法、芬、罗、匈)德拉
贡

88 Dragons 1 n. 龙；飞龙；龙族（dragon的复数形式）

89 dressing 2 ['dresiŋ] n.穿衣；加工；调味品；装饰；梳理 v.给…穿衣；为…打扮（dress的现在分词）

90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91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92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93 earned 1 ['ɜːnd] adj. 挣得的；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94 earning 1 n.收入；所赚的钱 v.赚得(earn的现在分词)；挣钱；生（利）；获（利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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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electronic 1 adj.电子的 n.电子电路；电子器件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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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environmentally 1 [en,vairən'mentli] adv.有关环境方面

99 environments 1 [en'vaɪərənmənts] 环境

100 exist 2 [ig'zist] vi.存在；生存；生活；继续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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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express 1 [ik'spres] vt.表达；快递 adj.明确的；迅速的；专门的 n.快车，快递，专使；捷运公司

103 fabric 3 ['fæbrik] n.织物；布；组织；构造；建筑物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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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fashion 5 ['fæʃən] n.时尚；时装；样式；时髦人物 vt.使用；改变；做成…的形状

106 first 1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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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09 formal 1 ['fɔ:məl] adj.正式的；拘谨的；有条理的 n.正式的社交活动；夜礼服 n.(Formal)人名；(法)福马尔

110 founder 1 ['faundə] vi.失败；沉没；倒塌；变跛 vt.破坏；使摔倒；垮掉 n.创始人；建立者；翻沙工

111 founders 1 英 ['faʊndə(r)] 美 ['faʊndər] n. 创立者 v. 摔倒；失败；沉没；弄跛

112 friend 1 [frend] n.朋友；助手；赞助者 n.(Friend)人名；(英)弗兰德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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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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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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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117 fungible 2 ['fʌndʒibl] adj.代替的；可取代的 n.代替物

118 game 8 [geim] n.游戏；比赛 adj.勇敢的 vi.赌博 n.(Game)人名；(英)盖姆；(法)加姆；(西)加梅

119 games 5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20 gather 1 ['gæðə] vt.收集；收割；使…聚集；使…皱起 vi.聚集；化脓；皱起 n.聚集；衣褶；收获量 n.(Gather)人名；(德)加特

121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122 golden 1 ['gəuldən] adj.金色的，黄金般的；珍贵的；金制的 n.(Golden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、德、瑞典)戈尔登

123 goo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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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gotten 1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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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group 3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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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gucci 1 [gu:tri:] n.古琦（品牌名）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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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Hampshire 1 ['hæmpʃə] n.汉普郡（英国南部之一郡）

130 ha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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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t 1 [hæt] n.帽子 vt.给……戴上帽子 vi.供应帽子；制造帽子 n.(Hat)人名；(中)核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32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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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h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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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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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hiroto 1 广户

136 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37 homes 1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国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138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139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140 imag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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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imani 1 伊马尼

142 in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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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3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44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45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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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148 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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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investment 1 [in'vestmənt] n.投资；投入；封锁

150 investments 1 [ɪn'vestmənts] 投资

151 is 1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52 i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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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154 japan 1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155 Japanese 2 [,dʒæpə'ni:z] adj.日本（人）的；日语的 n.日本人；日语

156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157 julie 1 ['dʒu:li] n.朱莉（女子名）

158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159 j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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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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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kai 3 abbr.韩国会计研究院（KoreaAccountingInstitute）

161 kimonos 2 英 [kɪ'məʊnəʊ] 美 [kɪ'moʊnoʊ] n. 和服；和服式女晨衣

162 ki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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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knitted 1 ['nitid] adj.[纺]针织的；编织的 v.编织；使紧密结合（knit的过去分词）

164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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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launched 1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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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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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loads 1 英 [ləʊd] 美 [loʊd] n. 负荷；重担；装载量 v. 装载；给(枪)装子弹；[计算机] 装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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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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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loose 1 [lu:s] adj.宽松的；散漫的；不牢固的；不精确的 vt.释放；开船；放枪 vi.变松；开火 adv.松散地 n.放纵；放任；发射 n.
(Loose)人名；(捷、瑞典)洛塞；(英)卢斯；(德)洛泽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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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173 Louis 1 ['lu:i] n.路易斯（男子名）

174 mad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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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ma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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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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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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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market 2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
180 material 1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
181 mcewan 2 n. 麦克尤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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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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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Miami 1 n.迈阿密（美国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市）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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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model 1 ['mɔdəl] n.模型；典型；模范；模特儿；样式 vt.模拟；塑造；模仿 vi.做模型；做模特儿 adj.模范的；作模型用的 n.
(Model)人名；(德、俄、英)莫德尔

187 money 8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88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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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以)莫雷

190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191 mythical 1 ['miθikəl] adj.神话的；虚构的

192 na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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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(姓)；(英)内姆

193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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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nfts 4 Naval Flight Training School 海军飞行训练学校

196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197 Noah 1 ['nəuə] n.诺亚（圣经人物）

198 non 2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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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occasions 1 [ə'keɪʒn] n. 场合；时机；理由；机会；盛大场面 vt. 引起；致使

201 occurring 1 [ə'kə:riŋ] n.事件；事故；事变

202 of 2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03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204 O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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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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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online 4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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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or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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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210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211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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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owned 1 [əund] v.拥有；承认（own的过去分词） adj.自身拥有的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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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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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particular 5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216 party 2 n.政党，党派；聚会，派对；当事人[复数parties] vi.参加社交聚会[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]

217 Paula 1 ['pɔ:lə] n.保拉（女子名）

218 paying 1 ['pei'ŋ] adj.支付的；赢利的；合算的 n.支付；填缝；放送绳链 v.支付；报答（pay的ing形式）

219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20 performed 1 英 [pə'fɔː m] 美 [pər'fɔː 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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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physically 1 ['fizikli] adv.身体上，身体上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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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pieces 2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225 play 2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226 players 4 n.队员，参与者；玩家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；迷你音碟机，雷射唱盘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

227 popular 3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228 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229 possessions 1 [pə'zeʃənz] n.[经]财产；所有物（possession的复数形式）

230 products 1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231 quit 1 [kwit] vt.离开；放弃；停止；使…解除 vi.离开；辞职；停止 n.离开；[计]退出 adj.摆脱了…的；已经了结的 n.(Quit)人
名；(英)奎特

232 rank 1 [ræŋk] n.排；等级；军衔；队列 adj.讨厌的；恶臭的；繁茂的 vt.排列；把…分等 vi.列为；列队 n.(R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
芬、捷)兰克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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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real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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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realm 1 [relm] n.领域，范围；王国

236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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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representing 1 [ˌreprɪ'zent] vt. 表现；表示；描绘；代表；象征；说明；阐明 vi. 提出异议

239 represents 2 [ˌreprɪ'zent] vt. 表现；表示；描绘；代表；象征；说明；阐明 vi. 提出异议

240 republic 1 [ri'pʌblik] n.共和国；共和政体

241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42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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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sale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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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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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46 Schwartz 1 [ʃwa:ts] n.施瓦兹（姓氏）；史华兹（姓氏）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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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sell 2 [sel] vt.销售；推销；出卖；欺骗 vi.卖；出售；受欢迎；有销路 n.销售；失望；推销术 n.(Sell)人名；(德)泽尔；(英、芬、
瑞典)塞尔

249 sello 1 塞洛

250 sells 1 [sel] v. 出售；卖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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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shand 2 n. 尚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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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3 shipped 1 [ʃɪpt] adj. 船运的 动词shi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54 shoes 3 ['ʃuːz] n. 鞋子 名词shoe的复数形式.

255 shop 1 [ʃɔp] n.商店；店铺 vt.购物 vi.购物；买东西

256 shopping 2 ['ʃɔpiŋ] n.购物，买东西 v.购物（shop的ing形式）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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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肖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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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260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261 sleeves 1 [s'liː vz] n. 袖子 名词sleeve的复数形式.

262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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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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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society 1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265 sold 4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266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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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>稍微

267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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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270 spent 1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
271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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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status 2 n.地位；状态；情形；重要身份

274 steven 1 ['sti:vən] n.史蒂文（男子名）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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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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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yle 2 [stail] n.风格；时尚；类型；字体 vt.设计；称呼；使合潮流 vi.设计式样；用刻刀作装饰画 n.(Style)人名；(英)斯泰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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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susan 2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81 symbol 1 ['simbəl] n.象征；符号；标志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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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283 t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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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the 2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85 their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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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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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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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90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91 thi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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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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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294 to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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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5 tok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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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traditionally 1 [trə'diʃənəli] adv.传统上；习惯上；传说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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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7 us 1 pron.我们

298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299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300 vasilev 1 瓦西列夫

301 vide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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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virtual 11 adj.[计]虚拟的；实质上的，事实上的（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）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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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vuitton 1 维东

305 walking 1 ['wɔ:kiŋ] n.步行；散步 v.步行（walk的ing形式） adj.步行的

306 wa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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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08 w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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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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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311 wearable 3 ['wεərəbl] adj.可穿用的，可佩带的；耐用的 n.衣服

312 wearables 2 ['weərəblz] n. 可穿戴的设施

313 wearing 2 [wεə riŋ, wεərŋ, 'wεəriŋ] adj.磨损的；穿用的；令人疲倦的 v.穿着；磨损（wear的ing形式） n.(Wearing)人名；(英)韦尔林

314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315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316 w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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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when 3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318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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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321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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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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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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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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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6 world 4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27 worn 2 [wɔ:n] adj.疲倦的；用旧的 v.穿；磨损（wear的过去分词）；佩戴 n.(Worn)人名；(柬)翁；(英、葡)沃恩

328 woven 1 ['wəu-vən, 'wəuvən] v.编织；交织（weave的过去分词）；编造 adj.织物的 n.机织织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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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31 you 9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32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333 yourself 1 [jɔ:'self, juə-, jə-] pron.你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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