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0-10 [As It Is] Robots Speed up Greece's Mail Servic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2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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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普
通话·威妥玛)

3 of 1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mail 11 [meil] n.邮件；邮政，邮递；盔甲 vt.邮寄；给…穿盔甲 vi.邮寄；寄出 n.(Mail)人名；(法)马伊

5 robots 8 ['rəʊbɒts] 机器人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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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nd 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8 i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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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ervice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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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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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up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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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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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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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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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pieces 4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16 constantopoulos 3 康斯坦托普洛斯

17 delivery 3 [di'livəri] n.[贸易]交付；分娩；递送

18 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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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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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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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thi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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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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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ugment 2 [ɔ:g'ment, 'ɔ:gmənt] vi.增加；增大 vt.增加；增大 n.增加；增大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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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center 2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26 comp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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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costs 2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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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efficient 2 [i'fiʃənt] adj.有效率的；有能力的；生效的

30 Evans 2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31 four 2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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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Greece 2 希腊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
34 handle 2 ['hændl] n.[建]把手；柄；手感；口实 vt.处理；操作；运用；买卖；触摸 vi.搬运；易于操纵

35 hands 2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
36 Hellenic 2 [he'lenik; -'li:-] adj.希腊的；希腊语的；希腊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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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is 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39 Jonathan 2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40 manual 2 ['mænjuəl] adj.手工的；体力的 n.手册，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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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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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operated 2 ['ɒpəreɪtɪd] v. 操作；运动；运算；作战；见效；完成；开刀 动词op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3 post 2 [pəust] n.岗位；邮件；标杆 vt.张贴；公布；邮递；布置 vi.快速行进 n.(Po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捷、瑞典、荷)波斯特

44 postal 2 ['pəustəl] adj.邮政的；邮局的 n.明信片

45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46 scan 2 [skæn] vt.扫描；浏览；细看；详细调查；标出格律 vi.扫描；扫掠 n.扫描；浏览；审视；细看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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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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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sorting 2 ['sɔ:tiŋ] n.[计]排序；整理；分类拣选

50 speed 2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繁
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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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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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USPS 2 abbr. United States Postal Service 美国邮政管理局

5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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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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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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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aims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59 alkis 1 阿尔基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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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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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63 arrive 1 vi.到达；成功；达成；出生 n.(Arrive)人名；(法)阿里夫

64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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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5 Athens 1 ['æθinz] n.雅典（希腊首都）

66 autonomous 1 [ɔ:'tɔnəməs] adj.自治的；自主的；自发的

67 bags 1 n.[包装]包（bag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装入袋中（ba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68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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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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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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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call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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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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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的）食品罐头

74 capable 1 ['keipəbl] adj.能干的，能胜任的；有才华的

75 capital 1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
76 carried 1 ['kærid] adj.被运的；入神的；忘我的 v.保持（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搬运

77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78 cents 1 [sents] n. 分，一分钱的硬币( cent的名词复数 )

79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80 codes 1 英 ['kəʊdz] 美 ['koʊdz] n. 码 名词cod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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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controlled 1 [kən'trəuld] adj.受控制的；受约束的；克制的 v.控制；约束（control的过去式）；指挥

83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84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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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customers 1 ['kʌstəməz] n. 顾客；<口>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

86 cut 1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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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西)
迪尔

89 delays 1 [dɪ'leɪ] v. 耽搁；推迟；延误 n. 耽搁；延期；推迟

90 deliveries 1 [dɪ'lɪvərɪz] n. 递送的货物；分娩（名词delivery的复数形式）

91 dema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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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desired 1 [di'zaiəd] adj.渴望的；想得到的 v.渴望，要求（desir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93 device 1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94 digital 1 ['didʒitəl] adj.数字的；手指的 n.数字；键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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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dow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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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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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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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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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electric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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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empty 1 ['empti] adj.空的；无意义的；无知的；徒劳的 vt.使失去；使…成为空的 vi.成为空的；流空 n.空车；空的东西

102 energy 1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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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errors 1 n. 误差；错误 名词error的复数.

105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06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107 examine 1 [ig'zæmin] vt.检查；调查；检测；考试 vi.检查；调查

108 faster 1 ['fa:stə] adj.更快的 adv.更快地 n.(Faster)人名；(德、捷)法斯特

109 fifty 1 ['fifti] n.五十；五十个；编号为50的东西 adj.五十的；五十个的；众多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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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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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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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guaranteed 1 ['gærən'tiː d] adj. 保证的；担保的 动词guarante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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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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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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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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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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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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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名；(英)海伊

121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122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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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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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kilograms 1 ['kɪləgræm] 千克； 公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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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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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拉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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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letter 1 ['letə] n.信；字母，文字；证书；文学，学问；字面意义 vt.写字母于 vi.写印刷体字母 n.(Letter)人名；(英)莱特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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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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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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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meanwhile 1 ['mi:nwail] adv.同时，其间 n.其间，其时

135 minutes 1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
136 mobile 1 adj.可移动的；机动的；易变的；非固定的 n.移动电话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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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139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140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41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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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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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145 obtain 1 [əb'tein, ɔb-] vi.获得；流行 vt.获得

146 occurring 1 [ə'kə:riŋ] n.事件；事故；事变

147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148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149 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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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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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53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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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灭；驱逐

154 owned 1 [əund] v.拥有；承认（own的过去分词） adj.自身拥有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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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p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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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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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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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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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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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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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purpose 1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
164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165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166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67 recharged 1 英 [ˌriː 'tʃɑːdʒ] 美 [ˌriː 'tʃɑ rːdʒ] v. 再充电；（给枪）再装弹药；再进攻；恢复精力

168 replace 1 [ri'pleis] vt.取代，代替；替换，更换；归还，偿还；把…放回原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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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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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restructuring 1 [ri:'strʌktʃəriŋ] n.调整；改组；重建 v.重组（restructur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171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172 scanner 1 ['skænə] n.[计]扫描仪；扫描器；光电子扫描装置

173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
174 shopping 1 ['ʃɔpiŋ] n.购物，买东西 v.购物（shop的ing形式）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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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177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178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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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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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stelios 1 斯泰利奥斯

182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183 t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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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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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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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188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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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191 waste 1 [weist] n.浪费；废物；荒地；损耗；地面风化物 vt.浪费；消耗；使荒芜 vi.浪费；变消瘦；挥霍钱财 adj.废弃的；多余
的；荒芜的

192 weigh 1 [wei] vt.权衡；考虑；称…重量 vi.重量为…；具有重要性；成为…的重荷；起锚 n.权衡；称重量

193 weighing 1 ['weɪɪŋ] n. 称(量重)；权衡；权重 动词weig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4 wheeled 1 [hwi:ld] adj.轮式的；有轮的 v.滚动；装轮子（wheel的过去分词）

195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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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7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198 workforces 1 n.全体员工( workforce的名词复数 ); （国家或行业等）劳动力; 劳动大军; 劳动人口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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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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