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1-11-14 [Education Report] Proposed Living Space at California
University Causes Big Debate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7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3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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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in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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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is 2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6 and 2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7 said 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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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he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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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students 18 [st'juːdnts] 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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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munger 14 n. 芒格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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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not 1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4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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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ucsb 1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校区

16 university 1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17 with 1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8 at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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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 building 9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20 hall 9 n.过道，门厅，走廊；会堂；食堂；学生宿舍；大厅，前厅；娱乐中心，会所 n.（土）哈勒（人名）；（德、波、丹、
芬、瑞典）哈尔（人名）；（英）霍尔（人名）；（法）阿尔（人名）

21 hav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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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i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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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O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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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school 9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5 California 8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26 housing 8 ['hausiŋ] n.房屋；住房供给；[机]外壳；遮盖物；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

27 live 8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28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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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be 7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0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31 on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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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projec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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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abo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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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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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lik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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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only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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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there 6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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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wi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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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your 6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40 a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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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2 barbara 5 ['ba:bərə] n.芭芭拉（女子名）

43 called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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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dorm 5 [dɔ:m] n.宿舍（等于dormitory） n.(Dorm)人名；(瑞典)多尔姆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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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living 5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47 mo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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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mo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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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50 problem 5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51 room 5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52 santa 5 ['sæntə] n.圣诞老人（等于SantaClaus）

53 sma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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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s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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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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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7 windows 5 ['windəuz] n.微软公司生产的“视窗”操作系统

58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59 design 4 [di'zain] vt.设计；计划；构思 n.设计；图案 vi.设计

60 far 4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61 gray 4 [grei] adj.灰色的；苍白的；灰白头发的；阴郁的 n.灰色；暗淡的光线 vi.成为灰色或灰白 vt.使成灰色或灰白 n.(Gray)人
名；(意)格拉伊；(英、法、葡、瑞典)格雷

62 iyer 4 n. 伊耶

63 known 4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64 no 4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65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66 place 4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67 recently 4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68 rooms 4 [ruːm] n. 房间；空间；机会 v. 寄宿；给…提供留宿

69 student 4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70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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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72 would 4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73 wrote 4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74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75 apartment 3 [ə'pɑ:tmənt] n.公寓；房间

76 areas 3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77 away 3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78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79 buildings 3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80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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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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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）食品罐头

81 city 3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82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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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goo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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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85 larg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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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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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88 right 3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89 short 3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90 sleeping 3 ['sli:piŋ] adj.睡着的 n.睡眠

91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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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such 3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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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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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windowless 3 ['windəulis] adj.没有窗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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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angeles 2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98 answer 2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99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100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101 basket 2 ['bɑ:skit, 'bæs-] n.篮子；（篮球比赛的）得分；一篮之量；篮筐 vt.装入篮

102 beautiful 2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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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best 2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105 bi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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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build 2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107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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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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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calling 2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
110 campus 2 ['kæmpəs] n.（大学）校园；大学，大学生活；校园内的草地 n.(Campus)人名；(英)坎帕斯；(意、罗)坎普斯；(法)康皮
斯

111 chance 2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112 clo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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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coast 2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
114 consensus 2 [kən'sensəs] n.一致；舆论；合意

115 cos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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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current 2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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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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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desirable 2 [di'zaiərəbl] adj.令人满意的；值得要的 n.合意的人或事物

120 disturbing 2 [di'stə:biŋ] adj.令人不安的；烦扰的 v.干扰；打断（disturb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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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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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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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eggs 2 [egz] n. 蛋；鸡蛋 名词egg的复数形式.

124 everything 2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125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126 general 2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127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28 g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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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9 going 2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130 ground 2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131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32 house 2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133 idea 2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134 la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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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lawn 2 [lɔ:n] n.草地；草坪 n.(Lawn)人名；(缅)朗

136 Los 2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英)洛斯

137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38 McFadden 2 n.麦克法登（人名） 麦克法登（地名，在美国） n.(McFadden)人名；(英)麦克法登

139 mee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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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mu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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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42 number 2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
143 October 2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144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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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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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pa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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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park 2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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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parts 2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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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pl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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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probably 2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153 proposed 2 英 [prəʊ'pəʊzd] 美 [prə'poʊzd] adj. 被提议的

154 radical 2 ['rædikəl] adj.激进的；根本的；彻底的 n.基础；激进分子；[物化]原子团；[数]根数

155 responsibility 2 [ri.spɔnsə'biliti] n.责任，职责；义务

156 schools 2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157 seemed 2 [siː m] vi. 似乎；好像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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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9 similar 2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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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space 2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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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2 spaces 2 n. 空格；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.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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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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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studies 2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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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thinks 2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
168 universities 2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 rːsəti] n. 大学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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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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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whi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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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173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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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4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175 accept 1 [ək'sept] vt.接受；承认；承担；承兑；容纳 vi.承认；同意；承兑

176 acceptable 1 [ək'septəbl] adj.可接受的；合意的；可忍受的

177 accomplishment 1 [ə'kʌmpliʃmənt, ə'kɔm-] n.成就；完成；技艺，技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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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180 administrators 1 [əd'mɪnɪstreɪtəz] n. 管理员 名词administrator的复数形式.

181 afford 1 [ə'fɔ:d] vt.给予，提供；买得起 n.(Afford)人名；(英)阿福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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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agreement 1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184 ahead 1 adj.向前；在前的；领先 adv.向前地；领先地；在（某人或某事物的）前面；预先；在将来，为未来

185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86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87 answered 1 英 ['ɑːnsə(r)] 美 ['ænsər] v. 回答；答复；接电话 n. 答案；回答；答复

188 architect 1 ['ɑ:kitekt] n.建筑师 缔造者

189 architects 1 建筑师

190 architectural 1 [,ɑ:ki'tektʃərəl] adj.建筑学的；建筑上的；符合建筑法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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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193 Bangladesh 1 [,ba:ŋglə'deʃ] n.孟加拉国（亚洲国家）

194 bars 1 [bɑːz] n. 马齿龈 名词bar的复数形式.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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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beach 1 [bi:tʃ] n.海滩；湖滨 vt.将…拖上岸 vi.搁浅；定居 n.(Beach)人名；(英)比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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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beds 1 n.床上用品，床组（bed复数） vt.安置；为…提供床铺（bed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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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bloomberg 1 n. 彭博（通讯社名）

201 boats 1 英 [bəʊt] 美 [boʊt] n. 船；船型物 v. 划船；放于船上；乘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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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businessman 1 ['biznismæn] n.商人

204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205 cars 1 英 [kɑ:z] 美 [kɑ:rz] n. 汽车；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.

206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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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7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208 Charles 1 [tʃɑ:lz] n.查尔斯（人名）

209 choice 1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210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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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closeness 1 ['kləusnis] n.亲密；接近；密闭；严密

213 cnn 1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214 colleges 1 ['kɒlɪdʒɪz] 高校

215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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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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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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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completed 1 [kəm'pliː 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21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222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223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224 cooking 1 n.烹饪 adj.烹调的 v.烹调；筹划（cook的ing形式）

225 costly 1 ['kɔstli] adj.昂贵的；代价高的 n.(Costly)人名；(英)科斯特利

226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227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228 criticism 1 ['krɪtɪsɪzəm] n.批评；考证；苛求

229 cruise 1 [kru:z] vi.巡航，巡游；漫游 vt.巡航，巡游；漫游 n.巡航，巡游；乘船游览 n.(Cruise)人名；(德)克鲁伊泽；(英)克鲁斯

230 daily 1 ['deili] adj.日常的；每日的 n.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日常地；每日；天天 n.(Daily)人名；(英)戴利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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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debate 1 [di'beit] vt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vi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n.辩论；辩论会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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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dennis 1 ['denis] n.丹尼斯（男子名）

235 densely 1 [densli] adv. 密集地；浓厚地

236 departure 1 [di'pɑ:tʃə] n.离开；出发；违背

237 destructive 1 [di'strʌktiv] adj.破坏的；毁灭性的；有害的，消极的

238 Dhaka 1 ['dækə] n.达卡（孟加拉首都）

239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240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241 dining 1 [dainiŋ] n.吃饭，进餐 v.吃饭（dine的现在分词）

242 disagree 1 [,disə'gri:] vi.不同意；不一致；争执；不适宜

243 disappointed 1 [,dispɔintid] adj.失望的，沮丧的；受挫折的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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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5 dormitories 1 英 ['dɔː mətri] 美 ['dɔː rmətɔː ri] n. 集体宿舍 n. 【美】学生宿舍楼

246 dorms 1 英[dɔː mz] 美[dɔrmz] n.宿舍( dorm的名词复数 )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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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dropped 1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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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eating 1 ['i:tiŋ] adj.侵蚀的；可生食的；进餐用的 n.吃；食物 v.吃（eat的ing形式）

251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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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2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253 eighth 1 [eitθ, eiθ] adj.第八的；八分之一的 num.第八；八分之一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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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endurable 1 [in'djuərəbl] adj.能忍耐的；可忍受的；能持久的

256 endure 1 [in'djuə] vt.忍耐；容忍 vi.忍耐；持续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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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259 entrance 1 ['entrəns] n.入口；进入 vt.使出神，使入迷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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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exchange 1 [iks'tʃeindʒ] n.交换；交流；交易所；兑换 vt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 vi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

262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263 expression 1 [英 [ɪk'spreʃn] 美 [ɪkˈsprɛʃən] n.表现，表示，表达；表情，脸色，态度，腔调，声调；式，符号；词句，语句，措
辞，说法

264 extreme 1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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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Fields 1 n.域，字段；场设置（field复数形式） v.使上场（field的单三形式） n.(Fields)人名；(德、英、葡)菲尔茨

267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268 floors 1 英 [flɔː (r)] 美 [flɔː r] n. 地面；地板；楼层；底部 vt. 铺地板；击倒；(油门)踩到底

269 fulfillment 1 n.履行；实行；满足（感）

270 funded 1 [fʌnd] n. 基金 vt. 资助；转为（长期贷款）

271 garden 1 ['gɑ:dn] n.花园；菜园 vt.栽培花木 vi.从事园艺；在园中种植 n.(Garden)人名；(英、意、巴基)加登

272 gathering 1 ['gæðəriŋ] n.聚集；集会；收款 v.聚集（gather的ing形式）

273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274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275 godzilla 1 n.哥斯拉（动画片名称）

276 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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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graduate 1 ['grædʒuət, -eit, 'grædjueit, -dʒu-] vt.授予…学位；分等级；标上刻度 vi.毕业；渐变 n.研究生；毕业生 adj.毕业的；研究生
的

279 grass 1 [grɑ:s, græs] n.草；草地，草坪 vt.放牧；使……长满草；使……吃草 vi.长草 n.(Grass)人名；(法、德、俄、瑞典、英)格拉
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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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guardian 1 ['gɑ:diən] n.[法]监护人，保护人；守护者 adj.守护的 n.(Guardian)人名；(西)瓜尔迪安

282 guests 1 [ɡest] n. 客人；宾客；特别来宾；[动植物]寄生生物 v. 做特邀嘉宾；做特约演员；客串；招待；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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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help 1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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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287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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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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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291 hotels 1 霍特尔斯

292 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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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importance 1 [im'pɔ:təns] n.价值；重要；重大；傲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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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5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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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Japanese 1 [,dʒæpə'ni:z] adj.日本（人）的；日语的 n.日本人；日语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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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joyless 1 ['dʒɔilis] adj.不高兴的，不快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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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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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克；(匈)洛克

304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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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307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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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310 library 1 ['laibrəri] n.图书馆，藏书室；文库

311 lived 1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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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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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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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matt 1 [mæt] adj.无光泽的；不光滑的 n.无光表面；衬边 vt.使…无光；把…熔炼为锍（等于matte）

317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318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319 mega 1 ['megə] n.百万 adj.许多；宏大的 adv.非常 n.(Mega)人名；(葡、意、捷、塞)梅加

320 Michigan 1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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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mixed 1 [mikst] adj.混合的；形形色色的；弄糊涂的 v.混合；弄混（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23 monster 1 ['mɔnstə] n.怪物；巨人，巨兽；残忍的人 adj.巨大的，庞大的

324 movie 1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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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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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newspaper 1 ['nju:s,peipə, 'nju:z-] n.报纸 报社 旧报纸

329 nexus 1 ['neksəs] n.关系；连结，连系

330 nice 1 [nais] adj.精密的；美好的；细微的；和蔼的 n.(Nice)人名；(英)尼斯

331 nolan 1 ['nəulən] n.诺兰（男子名）

332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333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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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object 1 ['ɔbdʒikt, -dʒekt, əb'dʒekt] n.目标；物体；客体；宾语 vt.提出…作为反对的理由 vi.反对；拒绝

336 ocean 1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337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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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8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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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341 onto 1 ['ɔntu, -tə] prep.在…之上；对…了解；映射到…上 adj.映射的；自身的；映成的
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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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opinion 1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344 opinions 1 n.意见；评价（opinion的复数）；舆论

345 ordinary 1 ['ɔ:dinəri, -neri-] adj.普通的；平凡的；平常的 n.普通；平常的人（或事）

346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347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348 pacific 1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
349 parlor 1 ['pɑ:lə] n.客厅；会客室；业务室 adj.客厅的

350 parlors 1 n.客厅( parlor的名词复数 ); 起居室; （旅馆中的）休息室; <美>（通常用来构成合成词）店

351 partial 1 ['pɑ:ʃəl] adj.局部的；偏爱的；不公平的

352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353 pays 1 n.（法）国家；[劳经]报酬（pay的复数） v.支付（pay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ays)人名；(法)佩伊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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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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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pick 1 [pik] vi.挑选；采摘；挖 vt.拾取；精选；采摘；掘 n.选择；鹤嘴锄；挖；掩护 n.(Pi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捷、匈、瑞
典)皮克

357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358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359 populated 1 ['pɒpjʊleɪtɪd] adj. 人口稠密的 动词popul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60 posted 1 英 ['pəʊstɪd] 美 ['poʊstɪd] adj. 有职位的；消息灵通的；发布的 动词po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61 professors 1 [prə'fesəz] 大学教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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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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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publicly 1 ['pʌblikli] adv.公然地；以公众名义
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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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puts 1 [pʊts] n.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

367 putting 1 ['putiŋ] n.投掷；（高尔夫球）打球入洞 v.放置（put的ing形式）；轻击球；使球入洞的轻击（putt的ing形式）

368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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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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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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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374 record 1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375 rented 1 ['rentid] adj.租用的 v.租用；撕裂（rent的过去分词）

376 requirements 1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377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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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restaurants 1 餐馆

380 rests 1 [rests] n. 其他 名词res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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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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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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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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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seeming 1 ['si:miŋ] n.外观 adj.表面上的

385 sees 1 abbr.扩展企业应用套件（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）

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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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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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share 1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
389 share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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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0 ships 1 [ʃɪps] n.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.

391 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
392 sleep 1 [sli:p] vi.睡，睡觉 n.睡眠 n.(Sleep)人名；(英)斯利普

393 solution 1 [sə'lju:ʃən] n.解决方案；溶液；溶解；解答

394 solve 1 [sɔlv, sɔ:lv] vt.解决；解答；溶解 vi.作解答

3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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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speaking 1 ['spi:kiŋ] adj.演讲的；富于表情的，雄辩的 n.说话；演讲 v.讲（speak的ing形式）

397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398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399 sports 1 n.运动；运动会（sport的复数）；（报纸）体育版面；突变；娱乐 adj.运动的；适用于运动的 v.娱乐；戏弄（sport的
第三人称单数）

400 standard 1 ['stændəd] n.标准；水准；旗；度量衡标准 adj.标准的；合规格的；公认为优秀的 n.(Standard)人名；(英)斯坦达德；
(德)施坦达德

401 standards 1 [s'tændədz] n. 规格 名词standard的复数形式.

4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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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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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steps 1 n.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（=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）；台阶，步骤（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）
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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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studying 1 ['stʌdi] n. 研究；学习；学科；书房；(绘画或文学)习作；练习曲；沉思；记忆力…的人；台词记得…的人 v. 研究；
学习；读书；仔细观察；努力

407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408 surprised 1 [sə'praizd] adj.感到惊讶的，出人意料的 v.使惊奇（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409 talked 1 [tɔː k] v. 交谈；商讨；演讲；阐述；劝服 n. 谈话；会谈；讨论；讲话；空谈

410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411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412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413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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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thus 1 adv.因此；从而；这样；如此 conj.因此

4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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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418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419 trade 1 [treid] n.贸易，交易；行业；职业 vi.交易，买卖；以物易物 vt.用…进行交换

420 traditional 1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421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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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unlike 1 [,ʌn'laik] adj.不同的，不相似的 prep.和…不同，不像

424 unsupportable 1 英 [ʌnsə'pɔː təbl] 美 [ˌʌnsə'pɔː təbl] adj. 忍耐不住的；不能忍受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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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6 upset 1 vt.使心烦；颠覆；扰乱 vi.翻倒 adj.心烦的；混乱的；弄翻的 n.混乱；翻倒；颠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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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7 urban 1 ['ə:bən] adj.城市的；住在都市的 n.(Urban)人名；(西)乌尔万；(斯洛伐)乌尔班；(德、俄、罗、匈、塞、波、捷、瑞典、
意)乌尔班；(英)厄本；(法)于尔邦

428 us 1 pron.我们

429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430 vacation 1 [və'keiʃən] n.假期；（房屋）搬出 vi.休假，度假

431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4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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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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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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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5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4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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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7 water 1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
4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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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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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0 welcoming 1 ['welkəm] vt. 欢迎 adj. 受欢迎的 n. 欢迎 int. 欢迎(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)

441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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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3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4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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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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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6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447 worried 1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
448 writes 1 [raɪt] v. 写；书写；填写；作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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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0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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