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0-09 [Education Report] Study_ Nobel Prize often Goes to
Creative Thinkers, Not Specialists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 abou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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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cepted 1 [ək'septid] adj.公认的；录取的；可接受的；已承兑的 v.接受（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

4 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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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7 activity 2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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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dj 4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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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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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lexis 1 [ə'leksis] n.亚历克西斯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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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15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6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7 and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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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othe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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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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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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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3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24 art 1 n.（包括雕塑、绘画、音乐等的）艺术，美术；美术（作）品；艺品（作）品；（表演）艺术；技术，技巧； adj.艺术
的；艺术品的；具有艺术性的 v.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，过时用法

25 artificial 2 [,ɑ:ti'fiʃəl] adj.人造的；仿造的；虚伪的；非原产地的；武断的

26 arts 1 [a:ts] n.文科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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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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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 astronomy 1 [ə'strɔnəmi] n.天文学

30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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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32 award 1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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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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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beautiful 1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
36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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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eliefs 1 n.信仰；信�（belief的复数）

39 believe 2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40 Bernstein 4 ['bə:nstein] n.伯恩斯坦（姓氏）

41 bertozzi 1 贝尔托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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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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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biology 1 [bai'ɔlədʒi] n.（一个地区全部的）生物；生物学

44 bodies 1 英 ['bɒdi] 美 ['bɑːdi] n. 身体；主体；正文；主要部分；尸体；躯体；团体 v. 赋…以形体

45 book 1 n.书籍；卷；账簿；名册；工作簿 vt.预订；登记 n.(Book)人名；(中)卜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朝)北；(英)布克；(瑞典)博克

46 bo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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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broad 2 [brɔ:d] adj.宽的，辽阔的；显著的；大概的 n.宽阔部分 adv.宽阔地 n.(Broad)人名；(英、德)布罗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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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50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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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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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call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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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54 ca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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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areer 2 n.生涯；职业；事业；速度，全速 adj.作为毕生职业的 vi.全速前进，猛冲

56 Carnegie 1 [ka:'negi] n.卡内基（姓氏）

57 carolyn 1 ['kærəlin] n.卡洛琳（女子名）

58 carrel 1 ['kærəl] n.小阅读室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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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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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entered 1 ['sentəd] adj.居中的；有圆心的 v.集中；居中（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62 chances 1 英 [tʃɑːns] 美 [tʃæns] n. 可能性；机会；偶然性 v. 偶然发生；碰巧；冒 ... (的险)

63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4 chemistry 5 ['kemistri] n.化学；化学过程

65 chemists 1 ['kemɪsts] 药房

66 chess 2 [tʃes] n.国际象棋，西洋棋 n.(Chess)人名；(英)切斯

67 choices 1 ['tʃɔɪsɪs] n.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.

68 christiane 1 克里斯蒂亚娜

69 click 3 [klik] vt.点击；使发咔哒声 vi.作咔哒声 n.单击；滴答声

70 cloth 1 [klɔθ, klɔ:θ] n.布；织物；桌布 adj.布制的 n.(Cloth)人名；(德)克洛特

71 clothing 2 ['kləuðiŋ] n.（总称）[服装]服装；帆装 v.覆盖（clothe的ing形式）；给…穿衣

72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73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74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75 comment 3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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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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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ontrols 1 英 [kən'trəʊls] 美 [kən'troʊls] n. 控制器；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.

79 conversation 1 n.交谈，会话；社交；交往，交际；会谈；（人与计算机的）人机对话

80 cookbook 1 ['kuk,buk] n.食谱

81 Copenhagen 1 [,kəupən'heigən] n.哥本哈根（丹麦首都）

82 correct 1 [kə'rekt] vt.改正；告诫 vi.调整；纠正错误 adj.正确的；恰当的；端正的

83 correctly 1 [kə'rektli] adv.正确地；得体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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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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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87 creative 4 [kri'eitiv] adj.创造性的

88 creativity 3 [,kriei'tiviti] n.创造力；创造性

89 curious 2 ['kjuəriəs] adj.好奇的，有求知欲的；古怪的；爱挑剔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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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Danish 1 ['deiniʃ] adj.丹麦的；丹麦人的；丹麦语（文）的 n.丹麦语

92 dario 1 达里奥（人名）

93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94 delicate 1 ['delikət] adj.微妙的；精美的，雅致的；柔和的；易碎的；纤弱的；清淡可口的

95 describe 1 [di'skraib] vt.描述，形容；描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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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describes 1 [dɪ'skraɪb] vt. 描述；说成；形容；画(尤指几何图形)

98 describing 2 [dɪsk'raɪbɪŋ] n. 描述物品 动词describe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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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02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103 difficulty 1 ['difikəlti] n.困难，困境

104 discovering 1 v.发现；使被知晓（discover的ing形式）

105 discussion 1 [dis'kʌʃən] n.讨论，议论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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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doing 2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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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9 double 2 ['dʌbl] n.两倍；双精度型 adj.双重的；两倍的 vi.加倍，加倍努力；快步走 vt.使加倍 adv.双重地；两倍地；弓身地 n.
(Double)人名；(法)杜布勒；(英)道布尔

110 draw 1 [drɔ:] vt.画；拉；吸引 vi.拉；拖 n.平局；抽签 n.(Draw)人名；(英)德劳

111 drawing 1 ['drɔ:iŋ] n.图画；牵引；素描术 v.绘画；吸引（draw的ing形式）；拖曳

112 drawings 1 ['drɔː ɪŋz] n. 提取款 名词drawing的复数形式.

113 drew 1 [dru:] v.牵引（draw的过去式）；描绘；起草 n.(Drew)人名；(英)德鲁

114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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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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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conomics 5 [,i:kə'nɔmiks] n.经济学；国家的经济状况

118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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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embryos 1 英 ['embrɪəʊz] 美 ['embrɪoʊz] n. 胚胎 名词embryo的复数形式.

121 engage 2 vt.吸引，占用；使参加；雇佣；使订婚；预定 vi.从事；参与；答应，保证；交战；啮合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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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English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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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eve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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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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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experience 3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128 experiences 1 英 [ɪk'spɪəriəns] 美 [ɪk'spɪriəns] n. 经验；经历 v. 经历；体验；感受

129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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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exquisite 2 ['ekskwizit, ek'skwizit] adj.精致的；细腻的；优美的，高雅的；异常的；剧烈的 n.服饰过于讲究的男子

131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32 field 5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133 Field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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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finely 1 ['fainli] adv.非常地；细微地；美好地；雅致地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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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fish 1 [fiʃ] vi.捕鱼，钓鱼；用钩捞取 n.鱼，鱼类 vt.钓鱼，捕鱼；搜寻 n.(Fish)人名；(英、西)菲什；(俄)菲施

137 fitting 1 ['fitiŋ] n.装配，装置；试穿，试衣 adj.适合的，适宜的；相称的 n.(Fitting)人名；(英、德)菲廷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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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fo 1 abbr.英国外交部（ForeignOffice）；淡出，渐逝（FadeOut）；滤波器输出（FilterOutput） n.(Fo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和

140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141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42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143 found 3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44 friedell 2 n. 弗里德尔

145 from 9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46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147 games 1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48 genetic 1 [dʒi'netik] adj.遗传的；基因的；起源的

149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50 g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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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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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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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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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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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hav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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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having 3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157 h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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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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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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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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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1 Herbert 1 ['hə:bət] n.赫伯特（男人名）

162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63 his 7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64 hobbies 1 ['hɒbɪz] n. 业余爱好 名词hobby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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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how 4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67 humans 1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168 important 3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69 in 4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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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0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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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independent 1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
173 insects 1 ['ɪnsekts] n. 昆虫；虫子；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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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intelligence 2 n.智力；情报工作；情报机关；理解力；才智，智慧；天分

175 interested 1 ['intristid, 'intər-] adj.感兴趣的；有权益的；有成见的 v.使…感兴趣（interest的过去分词）

176 interests 6 ['ɪntrəst] n. 兴趣；嗜好；利息；股份 v. 使…感兴趣

177 int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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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79 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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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Jill 1 n. 吉尔(女子名) n. 情人；少女

181 job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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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183 join 1 [dʒɔin] vt.参加；结合；连接 vi.加入；参加；结合 n.结合；连接；接合点 n.(Join)人名；(法)茹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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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knowledge 3 ['nɔlidʒ] n.知识，学问；知道，认识；学科 n.(Knowledge)人名；(南非)诺利奇

186 knows 2 英 [nəʊ] 美 [noʊ] v. 了解；知道；认识 n. 知情

187 lar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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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89 learn 2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190 learned 2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
191 learning 3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92 life 4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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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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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literature 1 ['litərətʃə] n.文学；文献；文艺；著作

196 l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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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lives 2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198 liv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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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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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0 loo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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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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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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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mad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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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mainstream 2 ['meinstri:m] n.主流

206 major 2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207 majors 1 英 ['meɪdʒə(r)] 美 ['meɪdʒər] adj. 较多的；主要的；严重的；(音乐)大调的 n. 成年人；主修（科目）；陆军少校；举足轻重
者 v. 主修

208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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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makes 2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210 many 8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11 material 2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
212 materials 2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213 math 1 [mæθ] n.数学（等于mathematics） n.(Math)人名；(德)马特；(柬)马；(英)马思

214 may 1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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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medicine 2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216 meldal 4 n. 梅尔达尔(在挪威；东经 9º45' 北纬 63º03')

217 Mellon 1 ['melən] n.梅隆（姓氏）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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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metal 1 ['metəl] n.金属；合金 vt.以金属覆盖 adj.金属制的 n.(Metal)人名；(捷)梅塔尔；(瑞典)梅塔尔

220 michele 1 n.米歇尔（女名）

221 Michigan 3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
222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223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
224 molecules 1 ['mɒlɪkju lːz] n. [化]分子学 名词molecule的复数形式.

225 mo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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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morten 1 n. 莫滕

227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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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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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music 2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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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narrow 1 ['nærəu] adj.狭窄的，有限的；勉强的；精密的；度量小的 n.海峡；狭窄部分，隘路 vt.使变狭窄 vi.变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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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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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235 Nobel 14 [nəu'bel] n.诺贝尔（瑞典化学家及发明家，发明炸药，创设诺贝奖）；诺贝尔（姓氏）

236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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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of 2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239 often 5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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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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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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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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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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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operations 1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
246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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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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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249 organs 1 n.[生物]器官；机构；风琴（organ的复数）

250 original 2 [ə'ridʒənəl] n.原件；原作；原物；原型 adj.原始的；最初的；独创的；新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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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53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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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utside 4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255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256 painted 1 ['peintid] adj.描画的；着色的；刷上油漆的 v.油漆（pai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Painted)人名；(瑞典)帕因特德

257 painting 1 ['peintiŋ] n.绘画；油画；着色 v.绘画（paint的ing形式）；涂色于 n.(Painting)人名；(英)佩因廷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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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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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parts 2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260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261 Pennsylvania 1 [,pensil'veinjə] n.宾夕法尼亚州（美国州名）

262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63 performing 1 [pə'fɔ:miŋ] adj.表演的；履行的 v.表演（perform的ing形式）；履行

264 permits 1 英 [pə'mɪt] 美 [pər'mɪt] n. 许可证；执照 v. 允许；许可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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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
267 philosophy 1 [fi'lɔsəfi, fə-] n.哲学；哲理；人生观

268 phrasal 1 ['freizl] adj.短语的；习惯用语的，成语的

269 physics 1 ['fiziks] n.物理学；物理现象

270 piano 1 [pi'ænəu, pi'ɑ:-] n.钢琴 n.(Piano)人名；(法、意、葡)皮亚诺

271 pictures 2 ['pɪktʃəz] n.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.

272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273 pl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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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pl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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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276 played 2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277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
278 pointed 1 ['pɔintid] adj.尖的；突出的；锐利的；率直的 v.指出；瞄准（point的过去式）

279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280 polymath 2 ['pɔlimæθ] n.博学的人 adj.博学的

281 polymers 1 ['pɒlɪməs] n. [化]聚合物 名词polymer的复数形式.

282 predict 1 [pri'dikt] vt.预报，预言；预知 vi.作出预言；作预料，作预报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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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prize 14 [praiz] n.奖品；奖赏；战利品 vt.珍视；捕获；估价 adj.获奖的

285 Prizes 2 [praɪz] n. 奖品；奖金；奖赏 vt. 珍视；估价 adj. 奖品的；得奖的；一流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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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professionals 1 [prə'feʃənl] adj. 职业的; 专业的 n. 专家; 内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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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professors 2 [prə'fesəz] 大学教授

290 projects 1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291 psychology 1 [psai'kɔlədʒi] n.心理学；心理状态

292 published 2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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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puzzles 1 [pʌzls] n. 难题；迷惑 名词puzzle的复数形式.

295 rationalize 2 ['ræʃənəlaiz] vt.使……合理化；使……有理化；为……找借口 vi.实行合理化；作辩解；合理地思考

296 realized 1 ['riː əlaɪz] vt. 实现；了解；意识到；变卖

297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298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99 recognizing 1 ['rekəgnaɪzɪŋ] v. 承认；认出，识别（动词recogniz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300 regularly 1 ['regjələli] adv.定期地；有规律地；整齐地；匀称地

301 renaissance 1 [ri'neisns] n.新生；再生；复活

302 replies 1 [rɪ'plaɪ] v. 回答；答复；回应 n. 回答；答复

303 report 1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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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research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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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305 researchers 3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306 return 1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307 Robbins 1 ['rɔbinz] n.罗宾斯（姓氏）

308 Robert 1 ['rɔbət] n.罗伯特（男子名）

309 root 4 [ru:t, rut] n.根；根源；词根；祖先 vi.生根；根除 vt.生根，固定；根源在于 n.(Root)人名；(英)鲁特；(德、瑞典)罗特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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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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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313 science 3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314 scientist 1 ['saiəntist] n.科学家

315 scientists 4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316 see 1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317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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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sew 1 [səu] vt.缝合，缝上；缝纫 vi.缝纫，缝

320 sharp 1 adj.急剧的；锋利的；强烈的；敏捷的；刺耳的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；突然地 n.尖头 vt.磨快；把音调升高 vi.升音演奏
n.(Sharp)人名；(英)夏普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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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22 sh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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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324 Simon 2 ['saimən] n.西蒙（男子名）

325 simply 1 ['simpli] adv.简单地；仅仅；简直；朴素地；坦白地

326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327 skill 2 [skil] n.技能，技巧；本领，技术 n.(Skill)人名；(瑞典)希尔

328 skills 1 技能

329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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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solve 2 [sɔlv, sɔ:lv] vt.解决；解答；溶解 vi.作解答

331 solved 1 英 [sɒlv] 美 [sɑ lːv] v. 解决；解答

332 som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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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something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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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335 sound 1 [saund] vt.听（诊）；测量，测…深；使发声；试探；宣告 n.声音，语音；噪音；海峡；吵闹；听力范围；[医]探条 adj.
健全的，健康的；合理的；可靠的；有效彻底的 adv.彻底地，充分地 vi.听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回响；测深

336 speci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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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specialists 1 ['speʃəlɪsts] n. 专家；专科医生 名词speacialist的复数.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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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spring 1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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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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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sta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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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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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students 5 [st'juːdnts] 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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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348 study 8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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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successful 2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
351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352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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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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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356 talked 2 [tɔː k] v. 交谈；商讨；演讲；阐述；劝服 n. 谈话；会谈；讨论；讲话；空谈

357 teachers 1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358 technique 1 [tek'ni:k] n.技巧，技术；手法

359 techniques 2 [tek'niː ks] n. 技术；技巧 名词technique的复数形式.
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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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Tennessee 1 [,teni'si:] n.田纳西州（美国州名）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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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that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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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the 40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365 their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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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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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they 1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68 things 6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369 think 4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370 thinkers 1 ['θɪŋkəz] 思考者

371 thi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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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those 4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373 thoughts 1 ['θɔː ts] n. 思维 名词thought的复数形式.

374 thread 2 [θred] n.线；螺纹；思路；衣服；线状物；玻璃纤维；路线 vt.穿过；穿线于；使交织 vi.通过；穿透过

375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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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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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tissue 1 n.组织；纸巾；薄纱；一套 vt.饰以薄纱；用化妆纸揩去

378 to 4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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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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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381 transfer 2 [træns'fə:] n.转让；转移；传递；过户 vi.转让；转学；换车 vt.使转移；调任

382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83 understand 2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384 university 6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385 unlike 2 [,ʌn'laik] adj.不同的，不相似的 prep.和…不同，不像

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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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u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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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used 3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389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390 utilize 2 ['ju:tilaiz] vt.利用

391 Vanderbilt 1 ['vændəbilt] n.范德比尔特（姓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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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2 ve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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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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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volhard 1 福尔哈德

3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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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want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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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98 way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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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400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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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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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2 whe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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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who 8 pron.谁；什么人

404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405 wider 1 [waɪdə] adj. 更宽的；更广阔的

406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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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win 4 vt.赢得；在…中获胜 vi.赢；获胜；成功 n.赢；胜利 n.(Win)人名；(德、荷、缅)温；(英)温(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)

408 winner 2 ['winə] n.胜利者 n.(Winn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纳

409 winners 12 温纳斯

4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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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412 won 4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13 wood 1 [wud] n.木材；木制品；树林 vi.收集木材 vt.植林于；给…添加木柴 n.(Wood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、阿拉伯)伍德

4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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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15 work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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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16 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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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works 2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419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420 writers 3 ['raɪtəz] 作家

421 writing 2 ['raitiŋ] n.书写；作品；著作；[法]笔迹 v.书写（write的ing形式）

422 wrote 4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423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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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5 you 6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426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
427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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