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6-03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Small Chinese EV Makers Gain
on Big Carmaker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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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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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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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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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dded 3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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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vanced 1 [əd'vɑ:nst, -'vænst] adj.先进的；高级的；晚期的；年老的 v.前进；增加；上涨（adva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8 advisory 1 [əd'vaizəri] adj.咨询的；顾问的；劝告的 n.报告；公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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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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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2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3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4 among 2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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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7 and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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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 applying 1 [ə'plaɪ] vt. 应用；涂；使专心从事 vi. 申请；有关联

20 April 2 ['eiprəl] n.四月

21 ar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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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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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ssistance 1 [ə'sistəns] n.援助，帮助；辅助设备

24 association 1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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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attract 1 [ə'trækt] vt.吸引；引起 vi.吸引；有吸引力

27 auto 1 ['ɔ:təu] n.汽车（等于automobile）；自动 vi.乘汽车 n.(Auto)人名；(葡)奥托

28 automobile 1 n.汽车 vt.驾驶汽车 [过去式automobiled过去分词automobiled现在分词automobiling]

29 automobility 1 汽车的用途

30 aviation 1 [,eivi'eiʃən] n.航空；飞行术；飞机制造业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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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battery 1 n.[电]电池，蓄电池 n.[法]殴打 n.[军]炮台，炮位

33 be 2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4 because 4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5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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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38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39 Beijing 1 ['bei'dʒiŋ] n.北京（等于Peking或Pekin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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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42 big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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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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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bill 1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
44 billion 3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45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46 bought 1 [bɔ:t] v.买（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7 brand 1 [brænd] vt.铭刻于，铭记；打烙印于；印…商标于 n.商标，牌子；烙印 n.(Br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西、意、罗、葡、
捷、芬、瑞典、匈)布兰德；(法)布朗

48 brands 15 [brænd] n. 烙印；商标；牌子；标记 vt. 加污名于；铭记；打烙印

49 briefly 1 ['bri:fli] adv.短暂地；简略地；暂时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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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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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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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Buyers 2 n. 买主，买方，买家，采购员（名词buyer的复数形式）；拜尔斯（姓氏）

54 buying 2 n.买进 v.购买；获得；收买（buy的ing形式）

55 buys 1 [baɪ] vt. 购买；买；获得；收买；<俚>相信 vi. 买 n. 购买；便宜货

56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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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byd 5 abbr.Bureau of Yards and Docks 船坞局（美国海军）;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

58 Cadillac 1 ['kædilæk] n.卡迪拉克（北美洲法国总督，底特律的创立者）；卡迪拉克（高级轿车名）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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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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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ar 10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62 carmaker 7 ['kɑ:,meikə] n.汽车制造商

63 cars 11 英 [kɑ:z] 美 [kɑ:rz] n. 汽车；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.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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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66 cheng 4 中国姓氏成、程、曾、郑、岑的音译

67 chery 1 n. 谢莉

68 chief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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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china 15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70 Chinese 6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71 chose 1 [英[tʃəʊz] 美[tʃoz]] v.choose的过去式,选择 n.【法律】物体；动产 n.(Chose)人名；(法)肖兹

72 chrysler 1 ['kraislə] n.克莱斯勒（美国产轿车品牌名）

73 Cities 2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74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75 civil 1 ['sivəl] adj.公民的；民间的；文职的；有礼貌的；根据民法的 n.(Civil)人名；(土)吉维尔；(法)西维尔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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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comfort 1 ['kʌmfət] n.安慰；舒适；安慰者 vt.安慰；使（痛苦等）缓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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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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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comp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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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competitive 1 [kəm'petitiv] adj.竞争的；比赛的；求胜心切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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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
84 connect 1 [kə'nekt] vt.连接；联合；关连 vi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

85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86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
87 considered 3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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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 consumer 1 [kən'sju:mə] n.消费者；用户，顾客

89 consumers 2 [kən'sjuːməs] n. 顾客 名词consumer的复数形式.

90 control 2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91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92 country 1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乐
的

93 crowded 1 ['kraudid] adj.拥挤的；塞满的 v.拥挤（crowd的过去分词）

94 cyber 2 ['saɪbə] pref. 电脑的；网络的

95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96 dema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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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design 1 [di'zain] vt.设计；计划；构思 n.设计；图案 vi.设计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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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9 desire 1 [di'zaiə] n.欲望；要求，心愿；性欲 vt.想要；要求；希望得到… vi.渴望 n.(Desire)人名；(刚(布)、英)德西雷

100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101 device 1 n.装置；策略；图案；设备

102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03 disappear 1 [,disə'piə] vi.消失；失踪；不复存在 vt.使…不存在；使…消失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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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106 doubled 1 ['dʌbld] adj. 两倍的；快步走的；加倍努力的 动词doub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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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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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driver 1 [draivə] n.驾驶员；驱动程序；起子；传动器 n.(Driver)人名；(德)德里弗；(英)德赖弗

110 drivers 1 [d'raɪvəz] n. 驱动器；驱动程序；司机 名词driver的复数形式.

111 drop 1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112 drove 1 n.畜群；牛群、羊群等；移动的人群或大批的东西 (Drove)人名；德罗韦 v.驾驶（drive的过去式）；赶(牲畜)；(牲畜贩
子)买卖(牲畜)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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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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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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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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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electric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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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electricity 2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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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engineer 1 [,endʒi'niə] n.工程师；工兵；火车司机 vt.设计；策划；精明地处理 vi.设计；建造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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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23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124 ev 6 ['iː v] abbr. 电子伏特 (=electron volt).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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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evs 6 ['iː vs] (=endoscopic variceal sclerosis) 静脉曲张经内窥镜硬化剂(疗法),(=ethylvinyl sulfide) 乙基乙烯基硫

127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128 exception 1 [ik'sepʃən] n.例外；异议

129 executive 1 adj.行政的；经营的；执行的，经营管理的 n.总经理；执行委员会；执行者；经理主管人员

130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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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face 1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132 fa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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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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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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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faw 1 abbr. 中国一汽（=First Auto Work）

136 fell 1 [fel] adj.凶猛的；毁灭性的 vt.砍伐；打倒；击倒 n.[林]一季所伐的木材；折缝；兽皮 v.掉下；摔倒；下垂；变坏（fall的过
去式） n.(Fe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费尔

137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138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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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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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fixed 1 adj.确定的；固执的；<美口>处境...的；准备好的 v.修理（过去式）

141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42 foreign 10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143 form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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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four 3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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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gain 2 [gein] n.增加；利润；收获 vt.获得；增加；赚到 vi.增加；获利 n.(Gain)人名；(英、匈、法)盖恩

147 gasoline 3 ['gæsəli:n] n.汽油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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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German 1 ['dʒə:mən] adj.德国的；德语的，德国人的 n.德语；德国人

150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151 gm 3 [,dʒi:'em] abbr.（美）通用汽车公司（GeneralMotors）；总经理（GeneralManager）；导弹（GuidedMissile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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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154 grade 1 [greid] n.年级；等级；成绩；级别；阶段 vt.评分；把…分等级 vi.分等级；逐渐变化 n.(Grade)人名；(英)格雷德；(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塞、瑞典)格拉德

155 Gregory 1 ['gregəri] n.格雷戈里（男子名，古代罗马教皇之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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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158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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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9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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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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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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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h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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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heads 1 [hedz] adj.正面朝上的 n.(Heads)人名；(英)黑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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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h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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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6 hi 2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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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highways 1 ['haɪweɪz] 高速公路

169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70 home 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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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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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huayuan 1 [hwaɪju'ː ɑːn] 画院

174 hybrid 2 ['haibrid] n.杂种，混血儿；混合物 adj.混合的；杂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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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 id 2 [id] n.遗传素质；本能冲动 n.(Id)人名；(阿拉伯)埃德；(芬)[心理]伊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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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78 improved 2 [ɪm'pruːvd] adj. 改良的；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9 in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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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80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181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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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internationa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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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investing 1 [ɪnvestɪŋ] n. 投资 动词inves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85 is 1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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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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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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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Jill 2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190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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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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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94 last 4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持，够用；持久 vt.度过，拖过；使维持 adv.最后地；上次，最近；最后一点 n.(La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罗、瑞典)拉斯特

195 launch 2 [lɔ:ntʃ, lɑ:ntʃ] vt.发射（导弹、火箭等）；发起，发动；使…下水 vi.开始；下水；起飞 n.发射；发行，投放市场；下
水；汽艇

196 leader 2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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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199 les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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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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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Li 2 [li:] n.里（长度单位，等于500米左右） n.(Li)人名；(朝)李；(德、俄、柬)利

202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03 lifestyle 1 ['laifstail] n.生活方式 保健的

204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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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206 linked 1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
207 local 3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208 lo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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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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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looking 2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211 ma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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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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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makers 3 n. 迈克（美国一家公司）

214 makoto 1 良

215 manufacturers 1 [mænjʊ'fæktʃərəz] n. 生产商；制造商 名词manufacturer的复数形式.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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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market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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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markets 1 英 ['mɑːkɪt] 美 ['mɑ rːkɪt] n. 市场；集市 v. 销售；推销；买卖

219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220 me 2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221 mianyang 1 n. 绵阳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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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missed 1 [mɪs] n. [M-]小姐 vt. 想念 vt. 错过；漏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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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models 1 ['mɒdlz] n. 模范；模特儿；模型（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）

226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227 months 3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28 mo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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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motors 2 [mɒtərs] n. 马达；电动机；汽车公司证券 名词motor的复数形式.

230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231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232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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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natives 2 ['neɪtɪvz] 土著

235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236 new 6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37 nio 1 尼奥

238 nissan 1 [ni'sɑ:n] n.尼桑（日产汽车名）

239 n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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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norihiko 1 矩彦

241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42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243 numb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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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of 2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45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246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247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248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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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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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onl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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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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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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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ov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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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parked 1 [pɑːkt] adj. 停放的 动词pa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56 passenger 3 ['pæsindʒə] n.旅客；乘客；过路人；碍手碍脚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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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percen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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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performance 1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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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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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pl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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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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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plug 2 [plʌg] n.插头；塞子；栓 vi.塞住；用插头将与电源接通 vt.插入；塞住；接插头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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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powered 1 ['pauəd] adj.有动力装置的；以…为动力的 n.促进（power的过去分词）；给…提供动力

267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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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progress 1 ['prəugres, 'prɔ-, prəu'gres] n.进步，发展；前进 vi.前进，进步；进行 n.(Progress)人名；(赞)普罗格雷斯

270 projec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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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properly 1 ['prɔpəli] adv.适当地；正确地；恰当地

272 qualities 1 [统计] 质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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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quickly 3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275 race 1 n.属，种；种族，人种；家庭，门第；赛事，赛跑 vt.使参加比赛；和…竞赛；使急走，使全速行进 vi.比速度，参加竞
赛；全速行进 n.(Race)人名；(英)雷斯；(塞)拉采

276 ranked 1 [ræŋk] n. 等级；阶层；排；列 v. 排列；分等级；列为；排名，排位 adj. 繁茂的；讨厌的

277 rarely 1 ['rεəli] adv.很少地；难得；罕有地

278 replaces 1 [rɪ'pleɪs] vt. 取代；替换；放回原处；偿还

279 reported 2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280 represent 1 [,repri'zent] vt.代表；表现；描绘；回忆；再赠送 vi.代表；提出异议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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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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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reuters 2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284 roads 1 n. 路；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. 罗兹(姓氏)

285 Robbins 2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
286 russo 2 拉索（人名）

287 said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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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sale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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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same 1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290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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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293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94 selling 3 ['seliŋ] n.销售；出售 v.出售（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(Selling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塞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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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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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7 shanghai 2 ['ʃæŋhai; 'ʃæŋ'hai] n.上海（中国东部港市）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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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shares 1 n.[金融]股份（share的复数形式） v.[计]共享，共有；分配（share的三单形式）

300 s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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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01 shopping 1 ['ʃɔpiŋ] n.购物，买东西 v.购物（shop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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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Sichuan 1 ['si:tʃwɑ:n] n.四川省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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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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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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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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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smart 4 [smɑ tː] adj.聪明的；巧妙的；敏捷的；厉害的；潇洒的；剧烈的；时髦的 n.(Smart)人名；(法)斯马尔；(英、德)斯马特

308 smartphone 1 英 ['smɑ tːfəʊn] 美 ['smɑ rːtfoʊn] n. Microsoft开发的新一代手机操作系统平台；智能手机

309 smartphones 1 [s'mɑ tːfəʊnz] 智能手机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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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software 4 ['sɔftwεə, 'sɔ:-] n.软件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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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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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315 spend 2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316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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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8 stachel 1 n. 施塔赫尔

319 stands 1 [stænd] v. 站立；忍受；位于；停滞 n. 站立；货摊；停顿；看台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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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stronger 1 [英[strɒŋə(r)] 美[strɒŋə]] adj.更强壮的

322 strongly 1 ['strɔŋli, 'strɔ:ŋ-] adv.强有力地；坚强地；激烈地；气味浓地

323 surprise 1 [sə'praiz] n.惊奇，诧异；突然袭击 vt.使惊奇；奇袭 adj.令人惊讶的

324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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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tech 1 [tek] n.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.技术（technology）；技术员（technician） n.(Tech)人名；(柬)德

327 technologies 2 英 [tek'nɒlədʒi] 美 [tek'nɑ lːədʒi] n. 技术；工艺；工艺学

328 technology 3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329 tesla 4 ['teslə] n.特斯拉（磁通量单位） n.(Tesla)人名；(英、捷、塞)特斯拉

330 tha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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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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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the 3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33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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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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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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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37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38 think 2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339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340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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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342 three 3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343 through 1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344 tianna 1 n. 蒂安娜
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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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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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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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to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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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48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49 top 2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350 traditional 2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351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352 uchida 2 内田

353 update 1 [ʌp'deit, 'ʌpdeit] vt.更新；校正，修正；使现代化 n.更新；现代化

354 updates 1 [ʌp'deɪts] 补充资料, 更新材料

355 us 1 pron.我们

356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357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58 utility 1 [ju:'tiləti] n.实用；效用；公共设施；功用 adj.实用的；通用的；有多种用途的

359 vehicle 5 ['viː ɪk(ə)l] n.[车辆]车辆；工具；交通工具；运载工具；传播媒介；媒介物

360 vehicles 4 ['viː ɪklz] n. 交通工具；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.

361 versions 1 ['vɜ ʃːəns] n. 版本 名词version的复数形式.

362 volkswagen 4 ['fɔ:lks,va:gən] n.大众汽车（财富500强公司之一）

363 vw 1 abbr.大众汽车（Volkswagen）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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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wanted 2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366 warned 1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367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68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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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websites 1 ['websaɪts] n. 网站（名词website的复数形式）

370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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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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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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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wheels 1 [wiː l] n. 方向盘；车轮；旋转；周期 vi. 旋转；转动；改变方向 vt. 用车运；转动；给 ... 装轮子

375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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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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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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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whil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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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380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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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windows 1 ['windəuz] n.微软公司生产的“视窗”操作系统

382 winning 1 ['winiŋ] adj.胜利的；获胜的 n.胜利；获得；成功 v.获胜（win的ing形式） n.(Winn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法)温宁

383 wireless 1 ['waiəlis] adj.无线的；无线电的 n.无线电 vt.用无线电报与…联系；用无线电报发送 vi.打无线电报；打无线电话

384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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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6 wor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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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7 worker 1 ['wə:kə] n.工人；劳动者；职蚁 n.(Worker)人名；(英)沃克

3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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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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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0 worldwide 3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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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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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3 wuling 1 武陵

394 year 9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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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97 younger 1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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