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2022-10-27 [Science and Technology] Meta Demonstrates AI-
Powered Speech-to-Speech Translation System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3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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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2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4 of 1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i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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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that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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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speech 13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
8 and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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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kkien 12 n. 闽南语

10 Meta 11 pref.表示“变化”“变换”之义 n.(Meta)人名；(德、俄、罗、塞、葡、意、英)梅塔(女子教名Margaret的昵称)

11 system 1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12 ai 10 [ai] abbr.人工智能（artificialintelligence） n.(Ai)人名；(中)艾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日)爱(名)

13 translation 10 [træns'leiʃən, trænz-, trɑ:n-] n.翻译；译文；转化；调任

14 language 9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15 i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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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spoken 7 ['spəukən] adj.口语的，口头的 v.说（speak的过去分词）

17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8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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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languages 6 ['læŋɡwɪdʒɪz] n. 语言 名词language的复数形式.

20 on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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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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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systems 6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23 text 6 [tekst] n.[计]文本；课文；主题 vt.发短信

24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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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English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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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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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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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translate 5 vt.翻译；转化；解释；转变为；调动 vi.翻译

29 used 5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30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1 word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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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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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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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create 4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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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int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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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its 4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38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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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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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projec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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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written 4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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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3 anoth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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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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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hinese 3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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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designed 3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48 developers 3 [dɪ'veləpəz] 开发商

49 developme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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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different 3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51 intelligence 3 n.智力；情报工作；情报机关；理解力；才智，智慧；天分

52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53 methods 3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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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56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57 powered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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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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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team 3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60 tool 3 [tu:l] n.工具，用具；器械，机床；手段 vi.使用工具；用机床装备工厂 vt.用工具给……加工

61 video 3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62 Zuckerberg 3 扎克伯格

63 ability 2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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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amounts 2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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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Bryan 2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68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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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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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converted 2 [kən'və:tid] adj.修改的；改变信仰的 v.转变；改变信仰（conve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71 correct 2 [kə'rekt] vt.改正；告诫 vi.调整；纠正错误 adj.正确的；恰当的；端正的

72 cover 2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
73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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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effort 2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75 examples 2 [ɪɡ'zɑːmplz] n.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.

76 facebook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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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form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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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generally 2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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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81 la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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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83 Lynn 2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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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mainly 2 ['meinli] adv.主要地，大体上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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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models 2 ['mɒdlz] n. 模范；模特儿；模型（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）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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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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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produce 2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91 results 2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92 similar 2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93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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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translated 2 [træns'leɪt] v. 翻译；解释；转移；调动

96 translator 2 n.译者；翻译器

97 universal 2 [,ju:ni'və:səl] adj.普遍的；通用的；宇宙的；全世界的；全体的 n.一般概念；普通性

98 unusual 2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99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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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version 2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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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widely 2 ['waidli] adv.广泛地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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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4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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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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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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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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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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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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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aiming 1 ['eɪmɪŋ] n. 瞄准；目的；引导 动词aim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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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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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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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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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117 appearance 1 [ə'piərəns] n.外貌，外观；出现，露面

118 arms 1 [a:mz] n.臂（arm的复数）；[军]武器；纹章 v.武装；配备（arm的三单形式） n.(Arms)人名；(英)阿姆斯

119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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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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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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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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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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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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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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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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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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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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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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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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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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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combinations 1 [kɒmbɪ'neɪʃnz] n. 组合 名词combina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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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communicate 1 vi.通讯，传达；相通；交流；感染 vt.传达；感染；显露

137 communication 1 n.通讯，[通信]通信；交流；信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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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compare 1 n.比较 vt.比拟，喻为；[语]构成 vi.相比，匹敌；比较，区别；比拟（常与to连用） n.(Compare)人名；(意)孔帕雷

140 complex 1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141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142 convert 1 [kən'və:t] vt.使转变；转换…；使…改变信仰 vi.转变，变换；皈依；改变信仰 n.皈依者；改变宗教信仰者 n.(Convert)人
名；(法)孔韦尔

143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144 delays 1 [dɪ'leɪ] v. 耽搁；推迟；延误 n. 耽搁；延期；推迟

145 deliver 1 [di'livə] vt.交付；发表；递送；释放；给予（打击）；给…接生 vi.实现；传送；履行；投递 n.投球

146 demonstrated 1 ['demənstreɪt] vt. 证明；演示；示范 vi. 示威

147 demonstrates 1 ['demənstreɪt] vt. 证明；演示；示范 vi. 示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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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devices 1 [dɪ'vaɪsɪz] n. 设备

150 dialect 1 ['daiəlekt] n.方言，土话；同源语；行话；个人用语特征 adj.方言的

151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52 directly 1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153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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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dreamed 1 [dri:md] 梦想，幻想（dream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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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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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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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encode 1 vt.（将文字材料）译成密码；编码，编制成计算机语言

160 encoding 1 英 [ɪn'kəʊdɪŋ] 美 [ɪn'koʊdɪŋ] n. 编码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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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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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explained 1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
164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65 feed 1 [fi:d] vt.喂养；供给；放牧；抚养（家庭等）；靠…为生 vi.吃东西；流入 n.饲料；饲养；（动物或婴儿的）一餐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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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forever 1 [fə'revə] adv.永远；不断地；常常

168 Fujian 1 ['fu:'dʒjen] n.福建省（位于中国东部沿海）

169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170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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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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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generations 1 [dʒenə'reɪʃnz] n. 世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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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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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go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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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google 1 [gu:gl] 谷歌；谷歌搜索引擎

177 greatly 1 ['greitli] adv.很，大大地；非常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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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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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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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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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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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improved 1 [ɪm'pruːvd] adj. 改良的；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86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87 internationa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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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189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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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1 lifetimes 1 n. 一生；使用期（lifetime的复数形式）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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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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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Malaysia 1 [mə'leiʒə; mə'leiziə] n.马来西亚；马来群岛

195 mandarin 1 n.（中国）普通话；国语；官话；满清官吏；柑橘 adj.紧身马褂的

196 mark 1 n.标志；马克；符号；痕迹；分数 vi.作记号 vt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 n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

197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198 model 1 ['mɔdəl] n.模型；典型；模范；模特儿；样式 vt.模拟；塑造；模仿 vi.做模型；做模特儿 adj.模范的；作模型用的 n.
(Model)人名；(德、俄、英)莫德尔

199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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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
201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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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
204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05 notes 1 英 [nəʊt] 美 [noʊt] n. 笔记；便条；纸币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音调 vt. 注意；记录；注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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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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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10 parent 1 ['pεərənt] n.父亲（或母亲）；父母亲；根源 n.(Parent)人名；(法)帕朗；(英、西)帕伦特

211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
212 perform 1 [pə'fɔ:m] vt.执行；完成；演奏 vi.执行，机器运转；表演

213 Philippines 1 ['filipi:nz; fili'pi:nz] n.菲律宾

214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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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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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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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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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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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province 1 ['prɔvins] n.省；领域；职权

221 purpose 1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
222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23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24 records 1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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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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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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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230 requires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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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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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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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sentence 1 ['sentəns] n.[语][计]句子，命题；宣判，判决 vt.判决，宣判

236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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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simple 1 ['simpl] adj.简单的；单纯的；天真的 n.笨蛋；愚蠢的行为；出身低微者 n.(Simple)人名；(法)桑普勒

239 Singapore 1 [,siŋgə'pɔ:] n.新加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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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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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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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some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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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245 southeastern 1 [,sauθ'i:stən] adj.东南方的；朝东南的

246 speakers 1 [s'piː kəz] n. 说话者；发言者；说某种语言者；扬声器（名词speaker的复数形式）

247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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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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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superpower 1 ['sju:pə,pauə] n.超级大国；超级强权

251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252 Taiwan 1 ['tai'wɑ:n] n.台湾

253 target 1 n.目标，指标；（攻击的）对象；靶子 v.把...作为目标；面向，对准（某群体） n.（Target）美国塔吉特公司

254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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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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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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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they 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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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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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tools 1 [tu lː] n. 工具，用具（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）；器具

262 train 1 [trein] n.火车；行列；长队；裙裾 v.培养；训练；瞄准 n.(Train)人名；(英)特雷恩；(法)特兰；(意)特拉因

263 trained 1 [treɪnd] adj.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64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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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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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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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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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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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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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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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74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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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6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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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writing 1 ['raitiŋ] n.书写；作品；著作；[法]笔迹 v.书写（write的ing形式）

279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280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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