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09-13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A Robot's Gaze Can Affect the
Human Brain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 achieve 1 vt.取得；获得；实现；成功 vi.达到预期的目的，实现预期的结果，如愿以偿

3 achieving 1 [ə'tʃiː v] v. 完成；达到；实现

4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5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6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7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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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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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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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12 affected 1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3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4 agnieszka 1 阿格涅斯卡（音译，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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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7 and 1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8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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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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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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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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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25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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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asis 1 ['beisis] n.基础；底部；主要成分；基本原则或原理

28 be 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9 behavior 2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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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eneficial 2 [,beni'fiʃəl] adj.有益的，有利的；可享利益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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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rain 4 [brein] n.头脑，智力；脑袋 vt.猛击…的头部 n.(Brain)人名；(英)布雷恩

34 breaks 1 [b'reɪks] n. 断裂 名词break的复数形式.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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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37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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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ca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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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ar 2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40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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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hicken 1 n.鸡肉；小鸡；胆小鬼，懦夫 adj.鸡肉的；胆怯的；幼小的

42 collected 1 [kə'lektid] adj.镇定的；收集成的 v.收集；聚集（collect的过去式）

43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44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45 context 3 ['kɔntekst] n.环境；上下文；来龙去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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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ras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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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dan 2 [dæn] n.段（围棋、柔道、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）；浮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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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d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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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土)达伊

51 decide 3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52 decisions 4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
53 delaying 1 [dɪ'leɪ] v. 耽搁；推迟；延误 n. 耽搁；延期；推迟

54 deploy 1 [di:'plɔi] vt.配置；展开；使疏开 vi.部署；展开 n.部署

55 desirable 1 [di'zaiərəbl] adj.令人满意的；值得要的 n.合意的人或事物

56 di 1 [dai] abbr.数据输入（DataInput）；（英）国防情报局（DefenceInteligence）；密度指示器（DensityIndicator） n.(Di)人名；
(柬、老、缅、刚(金))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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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drive 1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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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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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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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63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64 employ 1 [im'plɔi] vt.使用，采用；雇用；使忙于，使从事于 n.使用；雇用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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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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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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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evoke 2 [i'vəuk] vt.引起，唤起；博得

70 exists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
71 experience 2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72 experiment 1 [ik'speriment, ek's-] vi.尝试；进行实验 n.实验，试验；尝试

73 explain 1 [ik'splein] v.说明；解释

74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75 eye 1 [ai] n.眼睛；视力；眼光；见解，观点 vt.注视，看 n.(Eye)人名；(德)艾厄；(英)艾

76 eyes 1 n.眼睛（eye的复数） n.(Eyes)人名；(英)艾斯

77 federation 1 ['fedəreiʃən] n.联合；联邦；联盟；联邦政府

78 feeling 2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79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80 fixing 1 ['fiksiŋ] n.固定；安装；设备；修理 v.固定（fix的现在分词）

81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2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83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84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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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gam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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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gaze 8 [geiz] vi.凝视；注视 n.凝视；注视 n.(Gaze)人名；(俄、意)加泽；(德)加策

87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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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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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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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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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ha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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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helpful 1 ['helpful] adj.有帮助的；有益的

94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95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96 human 7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97 humans 2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98 iit 1 abbr. 伊利诺伊理工学院( =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)

99 impact 2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
100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01 i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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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2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3 intensely 1 [in'tensli] adv.强烈地；紧张地；热情地

104 interacting 2 [ɪntə'ræktɪŋ] n. 相互影响 动词interac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05 interactions 1 [ɪntə'rækʃnz] 相互作用

106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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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关系的；世界的

108 interrelated 1 [,intəri'leitid] adj.相关的；互相联系的 v.使相互联系（interrelate的过去式）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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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1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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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italiano 1 意大利诺

113 Italy 1 ['itəli] n.意大利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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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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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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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look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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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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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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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making 2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123 mcdill 1 n. 麦克迪尔

124 mechanism 1 ['mekənizəm] n.机制；原理，途径；进程；机械装置；技巧

125 mechanisms 1 ['mekənɪzəmz] 机制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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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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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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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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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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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32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133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34 occur 1 [ə'kə:] vi.发生；出现；存在

135 occurs 1 [ə'kɜːz] 动词occur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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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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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138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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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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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141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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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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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146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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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placed 1 [pleɪst] adj. 名列前茅的（多指赛马）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8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149 pl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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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player 1 n.运动员，比赛者；游戏者，做游戏的人；演奏者，表演者；演员；播放器

151 player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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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2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
153 processes 1 n.过程；[计]进程（process的复数） v.处理（proces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加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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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publication 1 [,pʌbli'keiʃən] n.出版；出版物；发表

156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157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158 ran 1 [ræn] v.跑（run的过去式） n.(Ran)人名；(俄、瑞典、塞)拉恩；(柬)兰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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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61 recollection 1 [,rekə'lekʃən] n.回忆；回忆起的事物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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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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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64 researchers 1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165 responses 1 [rɪs'pɒnsɪz] 名词response的复数形式

166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167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168 robot 9 ['rəubɔt, -bət, 'rɔbət] n.机器人；遥控设备，自动机械；机械般工作的人

169 robotics 1 [rəu'bɔtiks] n.机器人学（robotic的复数）

170 robots 4 ['rəʊbɒts] 机器人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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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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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伯)赛义德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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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英)塞尔斯

173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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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scientists 2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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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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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8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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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181 signal 3 n.信号；暗号；导火线 vt.标志；用信号通知；表示 adj.显著的；作为信号的 vi.发信号 n.(Signal)人名；(瑞典)西格纳尔

182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183 sitting 1 ['sitiŋ] n.入席，就坐；开庭；孵卵；坐着的一段时间 adj.坐着的；孵卵中的；在任期中的 v.坐；坐落（sit的ing形式） n.
(Sitting)人名；(英)西廷

184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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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slower 1 英 [sləʊər] 美 [sloʊər] adj. 慢一点 形容词slow的比较级.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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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social 3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189 socially 1 ['səuʃəli] adv.在社会上；在社交方面；善于交际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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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someth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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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193 sort 1 [sɔ:t] n.种类；方式；品质 vi.分类；协调；交往 vt.将…分类；将…排序；挑选出某物

194 steadily 1 ['stedili] adv.稳定地；稳固地；有规则地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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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straight 1 adj.直的；连续的；笔直的；正直的；整齐的；异性恋的 adv.直接地；不断地；立即；坦率地 n.直；直线；直男，直
女，异性恋者 n.(Straight)人名；(英)斯特雷特

197 strange 2 [streindʒ] adj.奇怪的；陌生的；外行的 adv.奇怪地；陌生地，冷淡地 n.(Strange)人名；(英)斯特兰奇；(瑞典、塞)斯特
朗格

198 strategies 1 ['strætədʒi] n. 策略；战略

199 strategy 1 ['strætidʒi] n.战略，策略

200 Stuart 1 [stjuət] n.英国斯图亚特王室；斯图尔特（男子名，等于Stewart）

201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202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03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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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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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the 3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07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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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10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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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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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to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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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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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普通话·威妥玛)

214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15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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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英)特沃德

216 trick 1 [trik] n.诡计；恶作剧；窍门；花招；骗局；欺诈 vt.欺骗；哄骗；装饰；打扮 vi.哄骗；戏弄 adj.特技的；欺诈的；有决
窍的 n.(Trick)人名；(英)特里克

217 turn 1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218 uncanny 2 [,ʌn'kæni] adj.神秘的；离奇的；可怕的

219 understood 1 [,ʌndə'stud] adj.被充分理解的；心照不宣的 v.明白；懂得（understand的过去分词）；熟悉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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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useful 2 ['ju:sful] adj.有用的，有益的；有帮助的

222 valley 1 ['væli] n.山谷；流域；溪谷 n.(Valley)人名；(英)瓦利；(法)瓦莱

223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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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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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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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27 w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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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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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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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232 whether 2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233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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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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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7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238 writer 1 ['raitə] n.作家；作者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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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