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1-08 [As It Is] Will Theranos Case Change Silicon Valley's
Culture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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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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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bused 1 [ə'bjuːs] n. 滥用；恶习 vt. 滥用；辱骂；虐待

4 abusing 1 [ə'bjuːs] n. 滥用；恶习 vt. 滥用；辱骂；虐待

5 accused 2 [ə'kju:zd] n.被告 adj.被控告的 v.指责；控告（accus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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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8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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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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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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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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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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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6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7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8 and 1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19 anoth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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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pple 1 n.苹果，苹果树，苹果似的东西；[美俚]炸弹，手榴弹，（棒球的）球；[美俚]人，家伙。

21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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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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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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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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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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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ate 1 [et,eit] v.吃（eat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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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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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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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1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32 believing 2 [bi'li:viŋ] adj.有信仰的；信任他人的 v.相信（believe的ing形式）；认为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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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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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
36 blood 6 [blʌd] n.血，血液；血统 vt.从…抽血；使先取得经验 n.(Blood)人名；(英、西)布拉德

37 books 1 ['bʊks] n. 帐目；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.

38 bounds 2 [baundz] n.界限；跳动（bound的复数） v.跳跃；弹回；限定；邻接（bound的三单形式） n.(Bounds)人名；(英)邦兹

39 brought 2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40 business 2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41 businessman 1 ['biznismæn] n.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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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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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by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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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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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47 cen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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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eos 1 n.喀俄斯岛（希腊神话地名）

49 change 3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50 charge 1 [tʃɑ:dʒ] n.费用；电荷；掌管；控告；命令；负载 vt.使充电；使承担；指责；装载；对…索费；向…冲去 vi.充电；控
告；索价；向前冲；记在账上 n.(Charge)人名；(法)沙尔热；(英)查奇

51 charged 1 [tʃɑ:dʒd] adj.带电的；充满感情的；气氛紧张的 vt.填充

52 charges 1 [t'ʃɑːdʒɪz] n. 费用

53 chief 2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54 clara 1 ['klεərə] n.克拉拉（女子名）

55 closely 1 ['kləusli] adv.紧密地；接近地；严密地；亲近地

56 collapsed 1 [kə'læpzd] adj. 倒塌的

57 companies 4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58 compan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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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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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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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consequence 1 ['kɔnsi,kwəns] n.结果；重要性；推论

63 consequences 1 影响效果

64 contro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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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controlling 1 [kən'trəuliŋ] n.控制 v.控制；管理（control的ing形式）；验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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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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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69 crime 1 [kraim] n.罪行，犯罪；罪恶；犯罪活动 vt.控告……违反纪律

70 crimes 1 [k'raɪmz] 犯罪

71 culture 1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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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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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deals 1 [diː l] n. 协定；交易；大量 v. 应付；分配；处理；交易；经营

76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77 defense 1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
78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79 device 3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80 diagnostics 1 [,daiəg'nɔstiks] n.诊断学（用作单数）

81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82 diseases 2 [dɪ'ziː zɪz] 病害

83 dishonest 1 [dis'ɔnist] adj.不诚实的；欺诈的

84 documentary 1 [,dɔkju'mentəri] adj.记录的；文件的；记实的 n.纪录片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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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6 drops 1 [drɒps] n. 珠；滴剂（名词drop的复数形式） v. 滴，滴下，滴落（动词dr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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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drug 2 [drʌg] n.药；毒品；麻醉药；滞销货 vt.使服麻醉药；使服毒品；掺麻醉药于 vi.吸毒 n.(Drug)人名；(罗)德鲁格

88 during 3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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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easier 1 [英 ['i:zɪə] 美 ['i:zɪr]] adj.更简单；容易些（easy的比较级形式）；较早的

91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92 Edison 1 ['edisn] n.爱迪生（美国发明家）

93 Elizabeth 1 [i'lizəbəθ] n.伊丽莎白（女子名）

94 ellen 1 ['elən] n.埃伦（女子名）

95 emotionally 1 [i'məuʃənli] adv.感情上；情绪上；令人激动地；情绪冲动地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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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98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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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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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experts 2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02 expressed 1 [ɪk'spres] n. 快车；快递；专使 adj. 明确的；急速的；直接的 adv. 用快递 vt. 表达；表示；挤压出；快递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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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failed 1 [feild] adj.已失败的，不成功的 v.失败，不成功（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05 fake 2 [feik] n.假货；骗子；假动作 vt.捏造；假装…的样子 vi.假装；做假动作 adj.伪造的 n.(Fake)人名；(英)费克

106 fall 1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107 false 1 [fɔ:ls] adj.错误的；虚伪的；伪造的 adv.欺诈地

108 fame 1 [feim] n.名声，名望；传闻，传说 vt.使闻名，使有名望

109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110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111 Federal 2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112 few 2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113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114 finger 2 ['fiŋgə] n.手指；指针，指状物 vt.伸出；用手指拨弄 vi.用指触摸；拨弄 n.(Fing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芬格；(俄)芬格尔

115 fix 1 [fiks] vt.使固定；修理；安装；准备 vi.固定；注视 n.困境；方位；贿赂 n.(Fix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瑞典)菲克斯

116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17 for 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18 forgotten 1 [fə'gɔtn] v.忘记（forget的过去分词）

119 former 2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120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21 founded 1 [faʊnd] v. 建立；创立；创办；熔铸；找到，发现（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22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23 fraud 3 [frɔ:d] n.欺骗；骗子；诡计 n.(Fraud)人名；(法)弗罗

124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125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26 ga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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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gifted 1 ['giftid] adj.有天赋的；有才华的 v.给予（gift的过去分词）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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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google 1 [gu:gl] 谷歌；谷歌搜索引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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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guilty 2 ['gilti] adj.有罪的；内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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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 had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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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3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134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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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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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37 helped 2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138 he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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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9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40 Holmes 16 [həulmz] n.福尔摩斯（英国作家柯南道尔所著侦探小说中的神探）

141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42 howev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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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144 idea 3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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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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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i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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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8 incorrect 1 [,inkə'rekt] adj.错误的，不正确的；不适当的；不真实的

149 industry 5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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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investigation 1 [in,vesti'geiʃən] n.调查；调查研究

152 investors 4 [ɪn'vestəz] 投资者

153 is 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54 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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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56 journal 1 ['dʒə:nəl] n.日报，杂志；日记；分类账

157 jury 1 ['dʒuəri] n.[法]陪审团；评判委员会 adj.应急的 n.(Jury)人名；(西)胡里；(英、法)朱里；(德)尤里

158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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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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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laboratories 1 英 [lə'bɒrətri] 美 ['læbrətɔː ri] n. 实验室

162 laboratory 1 [lə'bɔrətəri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
163 labs 2 abbr. 激光作用瞄准系统(=Laser Active Boresight System) abbr. 低空轰炸系统(=Low-Altitude Bombing System)

164 law 1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165 lawyers 3 ['lɔː jəz] 律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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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legal 1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168 less 2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169 lied 1 [li:t] n.德国抒情歌曲，浪漫曲 v.撒谎（lie的过去式） n.(Lied)人名；(德、挪)利德

170 lik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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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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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long 2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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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lo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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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175 lover 1 n.爱人，恋人；爱好者 n.(Lover)人名；(英)洛弗 n.小三；第三者

176 machines 1 [mə'ʃiː n] n. 机器；做事效率高的人；工具；车辆 v. 以机器制造

177 ma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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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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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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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81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182 message 1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
183 method 1 ['meθəd] n.方法；条理；类函数 adj.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

184 methods 2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185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186 military 1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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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189 money 3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90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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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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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movies 1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
193 Murdoch 1 ['mə:dɔk] n.默多克（男子名）

194 netflix 1 ['netfliː ks] n. 出租DVD；在线观看电影的网站。

195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196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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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99 novak 2 n.诺瓦克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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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observers 1 [əb'zɜːvəz] 观测器

202 of 1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03 officer 1 ['ɔfisə, 'ɔ:-] n.军官，警官；公务员，政府官员；船长 vt.指挥 n.(Officer)人名；(英)奥菲瑟

204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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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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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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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perating 2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
209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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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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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overstepping 1 英 [ˌəʊvə'step] 美 [ˌoʊvər'step] v. 超过（正常或容许的范围）；〈法〉违犯

212 owns 1 英 [əʊn] 美 [oʊn] adj. 自己的；特有的 n. 自己的东西 v. 承认；拥有

213 painful 1 ['peinfl] adj.痛苦的；疼痛的；令人不快的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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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partner 1 ['pɑ:tnə] n.伙伴；合伙人；配偶 vi.合伙；合股；成为搭档 vt.使合作；与…合伙 n.(Partner)人名；(英、德)帕特纳

216 patients 1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217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18 person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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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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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9 pfizer 1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
220 pl 1 abbr.分界线（PartingLine）；合用线（PartyLine）；有效负载（PayLoad）；信号灯（PilotLamp）；复数（plural，等于pl）

221 played 1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222 podcasts 1 n.播客（一种可订阅下载音频文件的互联网服务，多为个人自发制作）( podcast的名词复数 ) v.发布播客视频(
podcast的第三人称单数 )

223 presented 1 ['preznt] n. 礼物；现在 adj. 出席的；现在的；当前的；存在的 v. 提出；赠送；呈现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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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prison 1 ['prizən] n.监狱；监禁；拘留所 vt.监禁，关押 n.(Prison)人名；(德)普里松

226 problems 3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227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228 product 1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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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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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promised 1 英 ['prɒmɪs] 美 ['prɑːmɪs] n. 诺言；预示；约定；(有)希望 v. 允诺；发誓；答应；有希望

232 promises 1 ['prɒmɪsɪz] n. 承诺 名词promise的复数形式.

233 promising 1 ['prɔmisiŋ] adj.有希望的，有前途的 v.许诺，答应（promis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234 proposed 1 英 [prəʊ'pəʊzd] 美 [prə'poʊzd] adj. 被提议的

235 pushes 1 [pʊʃ] v. 推；按；挤；逼迫；催促 n. 推；奋力；决心

236 quest 1 [kwest] n.追求；寻找 vi.追求；寻找 vt.探索 n.(Quest)人名；(德)奎斯特

237 raise 1 [reiz] vt.提高；筹集；养育；升起 vi.上升 n.高地；上升；加薪 n.(Raise)人名；(英)雷兹

238 raises 1 ['reɪzɪz] n. 加薪；增加 名词raise的复数形式.

239 raped 1 [reɪpt] adj. 被强暴的；被蹂躏的 动词ra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40 reached 2 到达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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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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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44 result 2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245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246 revolutionary 1 [,revə'lju:ʃənəri] adj.革命的；旋转的；大变革的 n.革命者

247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48 run 1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
249 Rupert 1 ['ru:pət] n.鲁珀特（男子名）

250 sadness 1 ['sædnis] n.悲哀

251 safeway 1 西夫韦（连锁超市）；喜互惠（连锁超市）

252 said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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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santa 1 ['sæntə] n.圣诞老人（等于SantaClaus）

254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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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secretly 2 ['si:kritli] adv.秘密地；背地里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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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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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259 serve 2 [sə:v] vt.招待，供应；为…服务；对…有用；可作…用 vi.服役，服务；适合，足够；发球；招待，侍候 n.发球，轮到发
球 n.(Serve)人名；(法)塞尔夫

260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261 se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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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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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2 sexually 1 ['sekʃuəli] adv.性别地；两性之间地

263 she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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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4 showed 2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265 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266 silicon 5 ['silikən, -kɔn] n.[化学]硅；硅元素

267 slept 1 [slept] v.睡觉（sl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68 sm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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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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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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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272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273 stanford 1 ['stænfəd] n.斯坦福（姓氏，男子名）；斯坦福大学（美国一所大学）

274 star 1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275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276 starting 2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277 st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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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279 stores 2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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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street 1 [stri:t] n.街道 adj.街道的 n.(Street)人名；(英、葡)斯特里特；(德)施特雷特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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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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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successful 1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
285 sunny 1 ['sʌni] adj.阳光充足的，和煦的；快活的；性情开朗的

286 supposed 1 [sə'pəuzd] adj.假定的；被信以为真的；想象上的 v.假定（suppose的过去分词）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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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289 technology 6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290 testing 2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
291 tests 2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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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tha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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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the 3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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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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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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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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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9 thi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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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til 1 [til, ti:l] n.胡麻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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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to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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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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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04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305 traditional 3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306 trial 7 ['traiəl] n.试验；审讯；努力；磨炼 adj.试验的；审讯的 n.(Trial)人名；(法)特里亚尔

307 tricking 1 [trɪk] n. 诡计；花招；把戏；诀窍 vt. 欺骗；戏弄 adj. 有诡计的；有阴谋的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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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TV 1 ['ti:'vi:] abbr.电视（television）

310 unidentified 1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311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312 unknown 1 ['ʌn'nəun] adj.未知的；陌生的，默默无闻的 n.未知数；未知的事物，默默无闻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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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unlikely 1 [,ʌn'laikli] adj.不太可能的；没希望的 adv.未必

315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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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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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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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19 valley 5 ['væli] n.山谷；流域；溪谷 n.(Valley)人名；(英)瓦利；(法)瓦莱

320 valuable 1 ['væljuəbl] adj.有价值的；贵重的；可估价的 n.贵重物品

321 valued 1 ['vælju:d] adj.重要的；宝贵的；贵重的；经估价的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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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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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walgreens 1 n.沃尔格林（美国最大连锁药店）

325 wall 1 [wɔ:l] n.墙壁，围墙；似墙之物 vt.用墙围住，围以墙 adj.墙壁的 n.(Wall)人名；(英)沃尔；(德、芬、捷、瑞典)瓦尔

326 walmart 1 ['wɔlma:t] n.沃尔玛（世界连锁零售企业）

327 Walton 1 ['wɔ:ltən] n.沃尔顿（男子姓氏）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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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was 10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30 watched 1 英 [wɒtʃ] 美 [wɑ tːʃ] v. 注视；看守；观看 n. 手表；监视；看守；值班

331 way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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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weaknesses 1 ['wiː knəsɪz] 劣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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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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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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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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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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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whil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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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340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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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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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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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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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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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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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