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06-16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Microsoft_ Internet Explorer
No Longer Supported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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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cess 1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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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dvantage 2 [əd'vɑ:ntidʒ, əd'væn-] n.优势；利益；有利条件 vi.获利 vt.有利于；使处于优势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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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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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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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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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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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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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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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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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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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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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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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battles 1 ['bætl] n. 战斗；争斗 v. 与 ... 作战；与 ... 竞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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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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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21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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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blackberry 1 ['blækbəri] n.[园艺]黑莓

24 blog 1 英 [blɒɡ] 美 [blɑːɡ] n. 博客；网络随笔；日志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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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browser 8 ['brauzə] n.[计]浏览器；吃嫩叶的动物；浏览书本的人

27 browsers 4 [b'raʊzəz] 浏览者

28 browsing 1 [b'raʊzɪŋ] n. 浏览；啃草 动词brows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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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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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32 chrome 2 [krəum] n.铬，铬合金；铬黄；谷歌浏览器

33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除；
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34 company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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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competing 1 [kəm'piː tɪŋ] adj. 竞争的；抵触的；相互矛盾的 动词compete的现在分词.

36 complained 1 [kəm'pleɪn] vi. 抱怨；控诉；诉说

37 computer 2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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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40 connection 1 n.连接；关系；人脉；连接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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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controls 1 英 [kən'trəʊls] 美 [kən'troʊls] n. 控制器；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.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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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riticized 1 ['krɪtɪsaɪz] v. 批评；挑剔；评论；非难；吹毛求疵

44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45 decrease 1 [di'kri:s, 'di:-, 'di:kri:s, di'k-] n.减少，减小；减少量 vi.减少，减小 vt.减少，减小

46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7 dial 2 ['daiəl, dail] n.转盘；刻度盘；钟面 vi.拨号 vt.给…拨号打电话 n.(Dial)人名；(英)戴尔

48 early 2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49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50 edge 4 [edʒ] n.边缘；优势；刀刃；锋利 vt.使锐利；将…开刃；给…加上边 vi.缓缓移动；侧着移动 n.(Edge)人名；(英)埃奇

51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52 end 3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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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enterprise 1 ['entəpraiz] n.企业；事业；进取心；事业心

55 etc 1 adv.等等，及其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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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58 explorer 8 n.探险家；勘探者；探测器；[医]探针

59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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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files 1 [faɪlz] n. [计算机] DOS命令 : 设置允许同时打开的最多文件数 名词file的复数形式.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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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firefox 2 [faɪefɔː ks] n. [计]火狐浏览器

64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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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66 for 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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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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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fun 1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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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genera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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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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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goo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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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google 1 [gu:gl] 谷歌；谷歌搜索引擎

75 hack 1 vt.砍，猛踢 vi.砍，非法侵入（他人计算机系统） n.雇佣文人；杂务人员；砍 n.(Hack)人名；(英、西、芬、阿拉伯、毛
里求)哈克；(法)阿克

76 hacked 1 [hækt] 生气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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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8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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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hate 1 [heit] vt.憎恨；厌恶；遗憾 vi.仇恨 n.憎恨；反感 n.(Hate)人名；(法)阿特

81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82 ie 5 ['i:ei] abbr.工业管理学（IndustrialEngineering）；指标误差（IndexError）；工程师协会（InstitutionofEngineers）

83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84 i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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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5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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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87 Internet 1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88 is 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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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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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jacobsen 1 雅各布森（男子名）

92 john 2 [dʒɔn] n.厕所

93 joins 1 [dʒɔɪn] v. 连接；加入；参与；和...一起

94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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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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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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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l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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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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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launc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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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launched 1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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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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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likely 2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105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106 longer 3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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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loved 1 [lʌvd] v.热爱（lov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恋爱的；受珍爱的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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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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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manager 1 ['mænidʒə] n.经理；管理人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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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marked 1 [mɑ:kt] adj.显著的；有记号的 v.表示（mark的过去分词）；作记号；打分数

114 marke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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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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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memes 1 ['memz] 模因

117 memories 1 ['memərɪz] n. 记忆 名词memory的复数形式.

118 microsoft 9 ['maikrəusɔft] n.微软公司（全球知名的PC软件主要厂商）

119 modem 1 ['məudem] n.调制解调器（等于modulator-demodulator）

120 modems 1 ['məʊdemz] 调制解调器

121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122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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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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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move 2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125 mozilla 1 [mə'ʊɪlə] n. 火狐浏览器

126 navigator 2 ['nævigeitə] n.航海家；领航员；驾驶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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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netscape 1 n. 美国网景公司(以开发Internet浏览器闻名)

128 network 1 ['netwə:k] n.网络；广播网；网状物

129 no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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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nostalgia 1 [nɔ'stældʒiə, nə-] n.乡愁；怀旧之情；怀乡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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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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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of 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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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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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O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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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opera 1 ['ɔpərə] n.歌剧；歌剧院；歌剧团 n.(Opera)人名；(意)奥佩拉

138 operating 1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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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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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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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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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ov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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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palm 1 [pɑ:m] n.手掌；棕榈树；掌状物 vt.将…藏于掌中 n.(Palm)人名；(英)帕姆；(瑞典)帕尔姆；(法、德、俄、捷、芬、挪)帕
尔姆

146 passing 1 ['pɑ:siŋ, 'pæs-] adj.经过的；目前的；及格的；短暂的 n.经过；及格；流逝；去世 adv.非常 v.通过；及格；许可；传送
（pass的ing形式） n.(Passing)人名；(德)帕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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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perce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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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phones 1 英 [fəʊn] 美 [foʊn] n. 电话；电话机；听筒；耳机；[语]音素 v. 打电话 suf. 表示“声音”或“说 ... 语言的人”

150 pilots 1 ['paɪləts] n. 飞行员；向导 名词pilot的复数形式.

151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152 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153 po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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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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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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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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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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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pushing 1 ['puʃiŋ] adj.奋斗的；莽撞的；有精力的；富有进取心的 n.推挤；推人犯规（篮球术语） v.推；促进；逼迫（push的ing
形式）

160 Redmond 1 ['redmənd] n.雷德蒙（姓氏）；雷德蒙德（美国华盛顿州城市，微软总部）

161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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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ichard 1 ['ritʃəd] n.理查德（男子名）

165 roughly 1 ['rʌfli] adv.粗糙地；概略地

166 Russell 2 ['rʌsəl] n.拉塞尔（英国工程师，整流器发明人）

167 safari 1 n.旅行；狩猎远征；旅行队 n.（Safari）Safari浏览器 n.（Safari）人名；(伊朗、阿富)萨法里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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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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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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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sean 1 [ʃɔ:n] n.肖恩（男子名）

171 secretly 1 ['si:kritli] adv.秘密地；背地里

172 secure 1 [si'kjuə] adj.安全的；无虑的；有把握的；稳当的 vt.保护；弄到；招致；缚住 vi.获得安全；船抛锚；停止工作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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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signaled 1 ['sɪɡnəl] n. 信号；标志 v. (发信号)通知、表示 adj. 显著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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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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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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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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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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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succeed 1 [sək'si:d] vi.成功；继承；继任；兴旺 vt.继承；接替；继…之后

181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182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183 supported 1 [sə'pɔː tɪd] adj.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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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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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telephone 1 ['telifəun] n.（美）电话；电话机；电话耳机 vi.打电话 vt.打电话给…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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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t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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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the 2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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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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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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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tie 1 [tai] vt.系；约束；打结；与…成平局 vi.打结；不分胜负；被用带（或绳子等）系住 n.领带；平局；鞋带；领结；不分胜负
n.(Tie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治；(英)泰伊；(柬)狄

195 tightly 1 ['taitli] adv.紧紧地；坚固地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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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to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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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98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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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twitter 1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
201 tying 1 ['taiiŋ] n.结子 v.系（tie的ing形式）

202 unfair 1 [,ʌn'fεə] adj.不公平的，不公正的

203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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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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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users 4 ['juːzəs] n.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.

206 version 1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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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09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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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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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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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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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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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windows 2 ['windəuz] n.微软公司生产的“视窗”操作系统

216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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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8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219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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