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1-06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10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6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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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4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and 4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in 4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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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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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Iran 24 [i'rɑ:n; i'ræn] n.伊朗（亚洲国家）

8 that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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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unidentified 20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10 we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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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you 16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2 movie 15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13 female 13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14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5 they 1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6 was 1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7 people 1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8 at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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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0 theaters 10 n. 影剧院，剧院（theater复数）

21 bu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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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hav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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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O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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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re 9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5 an 8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6 a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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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cnn 8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28 get 8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9 their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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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ll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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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going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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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male 7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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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other 7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35 o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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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there 7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37 thi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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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were 7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9 which 7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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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41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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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be 6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3 Iranian 6 [i'reinjən] adj.伊朗的；伊朗人的；伊朗语的 n.伊朗人；伊朗语

44 Iraq 6 [i'rɑ:k; i'ræk] n.伊拉克（西南亚国家）

45 nuclear 6 ['nju:kliə, 'nu:-] adj.原子能的；[细胞]细胞核的；中心的；原子核的

46 really 6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47 so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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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States 6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49 w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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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when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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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abo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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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American 5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53 between 5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54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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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dea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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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do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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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int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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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movies 5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
59 theater 5 ['θiətə, 'θi:ə-] n.电影院，戏院，剧场；戏剧；手术室

60 tim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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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up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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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bac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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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64 before 4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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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lip 4 n.（塑料或金属的）夹子；回纹针；修剪；剪报 vt.剪；剪掉；缩短；给…剪毛（或发）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
某物上 vi.剪；修剪；剪下报刊上的文章（或新闻、图片等）；迅速行动；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某物上

67 countr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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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days 4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69 en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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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ha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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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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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know 4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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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look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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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mad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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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may 4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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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pandemic 4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79 right 4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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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 theatrical 4 [θi'ætrikəl, θi:-] adj.戏剧性的；剧场的，戏剧的；夸张的；做作的

81 them 4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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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united 4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84 vide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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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administration 3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86 air 3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87 America 3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88 became 3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89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90 British 3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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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93 co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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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did 3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95 dogs 3 n.狗（dog的复数）；瘦狗类 v.紧紧跟踪；追猎；紧随（dog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Dogs)人名；(德)多格斯

96 film 3 [film] n.电影；薄膜；胶卷；轻烟 vt.在…上覆以薄膜；把…拍成电影 vi.摄制电影；生薄膜；变得朦胧

97 fir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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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future 3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99 hit 3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100 ho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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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02 later 3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103 leader 3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104 little 3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105 marketing 3 ['mɑ:kitiŋ] n.行销，销售 v.出售；在市场上进行交易；使…上市（market的ing形式）

106 middle 3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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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nation 3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109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10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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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program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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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rescue 3 ['reskju:] vt.营救；援救 n.营救；援救；解救

114 shah 3 [ʃɑ:, ʃɔ:] n.伊朗国王

115 side 3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
116 since 3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117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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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streaming 3 ['stri:miŋ] n.流；（英）按能力分组 v.流动（stream的ing形式）

119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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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try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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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war 3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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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2 we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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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124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25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126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27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28 agreed 2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129 agreement 2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130 ahe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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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aired 2 英 [eə(r)] 美 [er] n. 空气；天空；空中；感觉；神态；曲调；装腔作势 v. 晾干；使通风；广播

132 allies 2 ['ælaiz] n.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同盟国；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协约国

133 americans 2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34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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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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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attacks 2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137 audience 2 [ˈɔː diəns] n.观众；听众；读者；接见；正式会见；拜会

138 axis 2 ['æksis] n.轴；轴线；轴心国

139 begin 2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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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bi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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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bit 2 n.[计]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老一套；一点，一块 vt.控制 adj.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 adv.有点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43 blamed 2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
144 bush 2 [buʃ] n.灌木；矮树丛 vt.以灌木装饰；使…精疲力竭 vi.丛生；浓密地生长 adj.如灌木般长得低矮的；粗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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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com 2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
147 concerns 2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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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countries 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50 covid 2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51 digital 2 ['didʒitəl] adj.数字的；手指的 n.数字；键

152 disruption 2 [dis'rʌpʃən] n.破坏，毁坏；分裂，瓦解

153 don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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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4 d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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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astern 2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156 embassy 2 ['embəsi] n.大使馆；大使馆全体人员

157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58 ever 2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159 evil 2 ['i:vəl] adj.邪恶的；不幸的；有害的；讨厌的 n.罪恶，邪恶；不幸

160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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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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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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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hi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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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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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6 huge 2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167 Hussein 2 n.侯赛因（姓氏）

168 industry 2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69 January 2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170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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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killed 2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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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launching 2 ['lɔ:ntʃiŋ, 'lɑ:n] n.发射；下水；创设 v.发射；发动；开始从事（launch的ing形式）

174 leave 2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175 ll 2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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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7 love 2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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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militias 2 n.民兵组织，民兵( militia的名词复数 )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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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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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needed 2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83 nickelodeon 2 [,nikə'ləudiən] n.五分钱娱乐场（一种旧式自动点唱机）

184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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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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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odds 2 [ɔdz] n.几率；胜算；不平等；差别

187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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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opened 2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
189 Pittsburgh 2 ['pitsbə:g] n.匹兹堡（美国一座城市）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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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planning 2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192 popular 2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193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94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95 relations 2 [ri'leʃənz] n.关系；交往；事务

196 release 2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197 saddam 2 ['sæddæm] n. 萨达姆（人名）

198 sai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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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sanctions 2 ['sæŋkʃnz] n. 制裁 名词sanc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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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se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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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snow 2 [snəu] n.雪，积雪；下雪 vi.降雪 vt.使纷纷落下；使变白 n.(Snow)人名；(英)斯诺

203 soleimani 2 索莱马尼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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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start 2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206 strike 2 [straik] vi.打，打击；罢工；敲，敲击；抓；打动；穿透 vt.打，击；罢工；撞击，冲击；侵袭；打动；到达 n.罢工；打
击；殴打 n.(Strike)人名；(英)斯特赖克

207 tak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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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talking 2 ['tɔ:kiŋ] adj.说话的，多嘴的；有表情的 n.讲话，谈论 v.谈论；讲话（talk的ing形式） n.(Talking)人名；(英)托金

209 Tehran 2 [tεə'ræn; -rɑ:n] n.德黑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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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0 tensions 2 ['tenʃn] n. 紧张；拉力；张力；紧张状态；[电]电压 vt. 使拉紧；使绷紧

211 terrorism 2 ['terərizəm] n.恐怖主义；恐怖行动；恐怖统治

212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13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214 though 2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215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216 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217 tour 2 [tuə] n.旅游，旅行；巡回演出 vt.旅行，在……旅游；在……作巡回演出 vi.旅行，旅游；作巡回演出 n.(Tour)人名；(瑞
典)托尔；(英)图尔

218 trolls 2 英 [trɒl] 美 [troʊl] v. 反复；轮唱(歌曲)；用曳绳钓；搜索；滚动 n. 钓绳；钓饵 n. 巨人；巨怪

219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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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unpopular 2 [,ʌn'pɔpjulə] adj.不流行的，不受欢迎的

222 went 2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223 whi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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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225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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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window 2 ['windəu] n.窗；窗口；窗户

228 workers 2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229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30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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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accelerated 1 英 [æk'seləreɪtɪd] 美 [æk'selə̩ reɪtɪd] adj. 加速的 v. 加速；促进 vbl. 加速；促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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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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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237 Alaskan 1 [ə'læskən] adj.阿拉斯加的；阿拉斯加州的 n.阿拉斯加人

238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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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241 AMC 1 n. 航空航天间制造商协会

242 amid 1 [ə'mid] prep.在其中，在其间 n.(Amid)人名；(法、阿拉伯)阿米德

243 anchor 1 n.锚；抛锚停泊；靠山；新闻节目主播 vt.抛锚；使固定；主持节目 vi.抛锚 adj.末棒的；最后一棒的

244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245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246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47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248 attendance 1 n.出席；到场；出席人数；考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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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avalanche 1 ['ævəlɑ:ntʃ] n.雪崩 vt.雪崩 vi.崩塌

251 ayatollah 1 [,ɑ:jə'təulə] n.阿亚图拉（对伊朗等国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的尊称）

252 backed 1 [bækt] adj.有背的；有财力支持的 v.支持；使后退（back的过去分词）

253 backing 1 ['bækiŋ] n.支持；后退；支持者；衬背 v.支持（back的ing形式）

254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255 balto 1 巴尔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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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barking 1 ['bɑ:kiŋ] n.狗叫声；[木]剥皮，去皮 v.吠（bark的ing形式）；厉声说出 n.(Barking)人名；(德)巴尔金

257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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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Bernard 1 ['bə:nəd; bə'nɑ:d] n.伯纳德（男子名）

260 bid 1 [bid] vt.投标；出价；表示；吩咐 vi.投标；吩咐 n.出价；叫牌；努力争取 n.(Bid)人名；(俄)比德

261 billions 1 ['bɪljənz] n.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.

262 blast 1 ['baiəu,blæst] n.爆炸；冲击波；一阵 vi.猛攻 vt.爆炸；损害；使枯萎 n.(Blast)人名；(德)布拉斯特

263 blockbuster 1 ['blɔk,bʌstə] n.轰动；巨型炸弹；一鸣惊人者

264 boycott 1 ['bɔikɔt] vt.联合抵制；拒绝参加 n.联合抵制 n.(Boycott)人名；(英)博伊科特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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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bringing 1 [briŋ] vt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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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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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bury 1 ['beri] vt.埋葬；隐藏 n.(Bury)人名；(法)比里；(英、西)伯里；(德、意、罗、波、捷、匈)布里；(俄)布雷

269 button 1 n.按钮；纽扣 vt.扣住；扣紧；在…上装纽扣 vi.扣住；装有纽扣；扣上纽扣 n.(Button)人名；(英)巴顿

270 cabin 1 ['kæbin] n.小屋；客舱；船舱 vt.把…关在小屋里 vi.住在小屋里 n.(Cabin)人名；(法)卡班

271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
272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273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274 chairman 1 ['tʃεəmən] n.主席，会长；董事长

275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276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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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chants 1 英 [tʃɑːnt] 美 [tʃænt] n. 圣歌；赞美诗；旋律；喊叫 v. 吟唱；诵扬；叫喊

279 Chicago 1 [ʃi'kɑ:gəu] n.芝加哥（美国中西部城市）

280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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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choice 1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283 CIA 1 [ˌsiː aɪ'eɪ] abbr. 中央情报局(=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)

284 Clinton 1 n.克林顿

285 closures 1 英 ['kləʊʒə(r)] 美 ['kloʊʒər] n. 关闭；关口；讨论终结；终结

286 Colorado 1 [,kʌlə'rɑ:dəu] n.（美）科罗拉多；（美）科罗拉多河

287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288 commen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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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290 compan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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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comprehensive 1 [,kɔmpri'hensiv] adj.综合的；广泛的；有理解力的 n.综合学校；专业综合测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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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conflict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294 constitute 1 ['kɔnstitju:t] vt.组成，构成；建立；任命

295 consumer 1 [kən'sju:mə] n.消费者；用户，顾客

296 consumers 1 [kən'sjuːməs] n. 顾客 名词consumer的复数形式.

297 contain 1 [kən'tein] vt.包含；控制；容纳；牵制（敌军） vi.含有；自制

298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299 controll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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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controversial 1 [,kɔntrə'və:ʃəl] adj.有争议的；有争论的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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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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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core 1 [kɔ:] n.核心；要点；果心；[计]磁心 vt.挖...的核 n.(Core)人名；(英)科尔；(西、意)科雷

304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305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306 county 1 ['kaunti] n.郡，县

307 coup 1 [ku:] n.政变；妙计；出乎意料的行动；砰然的一击 vt.使…颠倒；使…倾斜 vi.推倒；倾斜；溢出 n.(Coup)人名；(法)库普

308 creative 1 [kri'eitiv] adj.创造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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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curve 1 [kə:v] n.曲线；弯曲；曲线球；曲线图表 vt.弯；使弯曲 vi.成曲形 adj.弯曲的；曲线形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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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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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314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315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316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
317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318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319 deserve 1 [di'zə:v] vi.应受，应得 vt.应受，应得

320 designated 1 ['dezɪɡneɪtɪd] adj. 指定的；特指的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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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2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323 dissidents 1 ['dɪsɪdənts] n. 持不同政见者（dissident的复数）

324 distribution 1 n.分布；分配；供应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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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dog 1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
327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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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29 donna 1 ['dɔnə, 'dɔ:nnɑ:] n.堂娜（女子名）；（意）女士（置于女士名字前的尊称，相当于Madam）

330 driving 1 ['draiviŋ] adj.强劲的；推进的；精力旺盛的 n.驾驶；操纵 v.驾驶（drive的ing形式）

331 due 1 [dju:, du:] adj.到期的；预期的；应付的；应得的 n.应付款；应得之物 adv.正（置于方位词前） n.(Due)人名；(英)迪尤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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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DVD 1 [,di:vi:'di] abbr.数字化视频光盘（DigitalVideoDisk）

334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335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336 ecosystem 1 ['i:kəu,sistəm, 'ekəu-] n.生态系统

337 embroiled 1 [ɪm'brɔɪl] v. 使卷入；使陷入；牵连

338 enemy 1 ['enimi] n.敌人，仇敌；敌军 adj.敌人的，敌方的

339 enlisted 1 [in'listid] adj.应募入伍的 v.征募；参军（enlist的过去分词）

340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341 enriching 1 [ɪn'rɪtʃ] vt. 使富足；使肥沃；使丰富

342 entertainment 1 [,entə'teinmənt] n.娱乐；消遣；款待

343 era 1 ['iərə, 'εərə] n.时代；年代；纪元 n.(Era)人名；(意、芬、印)埃拉

344 eradicating 1 [ɪ'rædɪkeɪt] vt. 根除；根绝；消灭

345 Eskimo 1 ['eskiməu] n.爱斯基摩人；爱斯基摩语 adj.爱斯基摩人的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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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348 exclusivity 1 [,eksklu:'sivəti] n.排外性；独占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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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9 exhibition 1 [,eksi'biʃən] n.展览，显示；展览会；展览品

350 exile 1 ['egzail, 'eksail] n.流放，充军；放逐，被放逐者；流犯 vt.放逐，流放；使背井离乡

351 expense 1 [ik'spens] n.损失，代价；消费；开支 vt.向…收取费用 vi.被花掉

352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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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355 Field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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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fighter 1 ['faitə] n.战士，斗争者；斗士；奋斗者；好战者

357 figure 1 ['figə] n.数字；人物；图形；价格；（人的）体形；画像 vi.计算；出现；扮演角色 vt.计算；认为；描绘；象征

358 films 1 [fɪlm] n. 电影；薄膜；胶卷 vt. 把 ... 拍成电影；给 ... 覆上一薄层；拍照片 vi. 变朦胧；拍摄电影

359 final 1 ['fainl] adj.最终的；决定性的；不可更改的 n.决赛；期末考试；当日报纸的末版
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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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flee 1 [fli:] vi.逃走；消失，消散 vt.逃跑，逃走；逃避

362 footprint 1 ['futprint] n.足迹；脚印

363 forcing 1 ['fɔ:siŋ] adj.强迫的；强制的；施加压力的 n.强迫 v.强迫（force的变形）；强制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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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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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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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fur 1 [fə] n.皮，皮子；毛皮；软毛 n.水垢 vt.用毛皮覆盖；使穿毛皮服装 n.(Fur)人名；(法)菲尔；(瑞典)富尔

368 further 1 ['fə:ðə] adv.进一步地；而且；更远地 adj.更远的；深一层的 vt.促进，助长；增进

369 geo 1 [giəu] n.长狭潮道；海湾 pref.地球土地 n.(Geo)人名；(罗)杰奥

370 George 1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371 Georgia 1 ['dʒɔ:dʒjə] n.乔治亚州；格鲁吉亚（前苏联加盟共和国）；乔治娅（女子名）

372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373 globally 1 adv.全球地；全局地；世界上
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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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5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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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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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grasp 1 [grɑ:sp, græsp] n.抓住；理解；控制 vt.抓住；领会 vi.抓

379 guess 1 [ges] vt.猜测；认为；推测；猜中 vi.猜；推测；猜中 n.猜测；推测 n.(Guess)人名；(英)格斯；(德)居斯

380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381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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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384 HBO 1 n. 家庭影院

385 healthy 1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
386 heavy 1 adj.沉重的；繁重的，巨大的；拥挤的；阴沉的 n.重物；严肃角色 adv.大量地；笨重地
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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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389 hi 1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
390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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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92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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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3 hoards 1 英 [hɔː d] 美 [hɔː rd] n. 贮藏 v. 贮藏；储存

394 hostage 1 ['hɔstidʒ] n.人质；抵押品

395 hostages 1 n.人质( hostage的名词复数 )

396 house 1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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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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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husky 1 ['hʌski] adj.声音沙哑的；有壳的；强壮的 n.强壮结实之人；爱斯基摩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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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identified 1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02 illegal 1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
403 Illinois 1 [,ili'nɔi(z)] n.伊利诺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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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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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inaudible 1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
4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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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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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inspire 1 [in'spaiə] vt.激发；鼓舞；启示；产生；使生灵感

410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411 invaded 1 [ɪn'veɪd] v. 侵略；拥入；侵害；侵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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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Islamic 1 [iz'læmik] adj.穆斯林的；伊斯兰教的

414 issue 1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
415 japan 1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416 jet 1 [dʒet] n.喷射，喷嘴；喷气式飞机；黑玉 adj.墨黑的 vt.射出 vi.射出；[航]乘喷气式飞机

417 joint 1 [dʒɔint] n.关节；接缝；接合处，接合点；（牛，羊等的腿）大块肉 adj.共同的；连接的；联合的，合办的 vt.连接，贴
合；接合；使有接头 vi.贴合；生节 n.(Joint)人名；(法)茹安
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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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key 1 [ki:] n.（打字机等的）键；关键；钥匙 vt.键入；锁上；调节…的音调；提供线索 vi.使用钥匙 adj.关键的 n.(Key)人名；
(英)基；(德、荷、瑞典)凯

420 Khomeini 1 霍梅尼（人名）

421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422 knocked 1 英 [nɒk] 美 [nɑːk] v. 敲击；互撞；攻击 n. 敲；敲门；敲打

423 Kuwait 1 [kə'weit] n.科威特（西南亚国家，首都科威特）

424 langley 1 ['læŋli] n.兰勒（复数langleys，物理学专有名词）

425 language 1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426 lasting 1 ['lɑ:stiŋ, 'læstiŋ] adj.持久的；永恒的 n.[纺]厚实斜纹织物 v.持续；维持（last的ing形式）

4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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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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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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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lavish 1 ['læviʃ] adj.浪费的；丰富的；大方的 vt.浪费；慷慨给予；滥用

431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4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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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3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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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5 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436 loc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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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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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7 log 1 vi.伐木 vt.切；伐木；航行 n.记录；航行日志；原木

438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439 majo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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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0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441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442 malamute 1 ['mɑlə,mjut] n.北极狗；爱斯基摩狗（等于malemute，Alaskanmalamute）

443 man 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444 marke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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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marking 1 ['mɑ:kiŋ] n.标志；打分；做记号；斑纹 v.注意；作记号于；给…打分数（mark的ing形式） n.(Marking)人名；(西)马金

446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447 max 1 n.]完全；彻底；最大限度；最大量；最大数

448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449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450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451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452 mentioned 1 ['menʃnd] adj. 提到的；提过的 动词menti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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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4 mi 1 [mi:] abbr.惯性矩（momentofinertia） n.大音阶的第三音 n.(Mi)人名；(老、柬)米

455 migrating 1 ['maɪɡreɪtɪŋ] n. 迁移 动词migra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56 minister 1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457 mistakenly 1 [mi'steikənli] adv.错误地；曲解地，被误解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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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9 Mohammad 1 n.穆罕默德（穆斯林真主）；（阿拉伯）穆罕默德（男子名）

460 monarch 1 ['mɔnək, -ɑ:k] n.君主，帝王；最高统治者

461 monetize 1 ['mʌnitaiz] vt.定为货币，使成为合法货币；铸造成货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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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464 museum 1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465 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
466 nationalizing 1 ['næʃnəlaɪz] v. 使国有化 =nationalise（英）.

467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468 nationwide 1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
469 neighboring 1 ['neibəriŋ] adj.邻近的；附近的（等于neighbouring） v.与…为邻；位于附近（neighbor的ing形式）

470 neutral 1 ['nju:trəl] adj.中立的，中性的；中立国的；非彩色的 n.中立国；中立者；非彩色；齿轮的空档

471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472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473 nickel 1 ['nikəl] n.镍；镍币；五分镍币 vt.镀镍于 n.(Nickel)人名；(德、英)尼克尔

474 normal 1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475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476 Obama 1 n. 巴拉克- 奥巴马(1961-)；美国第44任总统(2009-)

477 occupy 1 ['ɔkjupai] vt.占据，占领；居住；使忙碌

478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479 officially 1 [ə'fiʃəli] adv.正式地；官方地；作为公务员

480 oil 1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481 onboard 1 ['ɔn'bɔ:d] adv.在船上；在飞机上；在板上 adj.随车携带的

482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4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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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4 opposed 1 [ə'pəuzd] adj.相反的；敌对的 v.反对（oppose的过去分词）；使对立

485 optionality 1 可选择性

486 original 1 [ə'ridʒənəl] n.原件；原作；原物；原型 adj.原始的；最初的；独创的；新颖的

487 ostentatious 1 [,ɔsten'teiʃəs] adj.招摇的；卖弄的；夸耀的；铺张的；惹人注目的

488 ourselves 1 [,auə'selvz, ,ɑ:-] pron.我们自己；我们亲自

489 ousting 1 [aʊst] v. 逐出；夺取；取代

490 packs 1 [pæk] n. 一群；一副；包裹；一包 v. 包装；解雇；塞满；收拾行李；佩戴

4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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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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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3 particularly 1 [pə'tikjuləli] adv.特别地，独特地；详细地，具体地；明确地，细致地

494 passenger 1 ['pæsindʒə] n.旅客；乘客；过路人；碍手碍脚的人

495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496 peaceful 1 ['pi:sful] adj.和平的，爱好和平的；平静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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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8 pH 1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
499 pictures 1 ['pɪktʃəz] n.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.

500 pizza 1 n.比萨饼（一种涂有乳酪和番茄酱的意大利式有馅烘饼） n.(Pizza)人名；(意)皮扎

5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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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2 plane 1 [plein] n.飞机；平面；程度，水平 vi.刨；乘飞机旅行；翱翔 vt.刨平；用刨子刨；掠过水面 adj.平的；平面的 n.(Plane)人
名；(塞、瑞典、法)普拉内

503 please 1 [pli:z] vt.使喜欢；使高兴，使满意 vi.讨人喜欢；令人高兴 int.请（礼貌用语）

504 poised 1 [pɔizd] adj.泰然自若的，镇定的；平衡的，均衡的；摆好姿势不动的，静止的

505 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506 popularity 1 [,pɔpju'lærəti] n.普及，流行；名气；受大众欢迎

507 pre 1 abbr.炼油工程师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）

508 prime 1 [praim] adj.主要的；最好的；基本的 adv.极好地 n.初期；青年；精华；全盛时期 vt.使准备好；填装 vi.作准备 n.(Prime)
人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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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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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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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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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3 protesters 1 n.抗议者( protester的名词复数 ); 反对者; 拒绝者; 断言者

514 public 1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515 pull 1 [pul] vt.拉；拔；拖 vi.拉，拖；拔 n.拉，拉绳；拉力，牵引力；拖 n.(Pull)人名；(法)皮尔；(德、瑞典)普尔

516 pulled 1 ['pʊld] adj. 牵引的 v. 拉；拖；牵；拔（动词pu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517 punch 1 [pʌntʃ] n.冲压机；打洞器；钻孔机 vt.开洞；以拳重击 vi.用拳猛击 n.(Punch)人名；(马来)蓬芝；(英)庞奇

518 purity 1 ['pjuəriti] n.[化学]纯度；纯洁；纯净；纯粹 n.(Purity)人名；(肯)普丽蒂

5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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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0 qasem 1 卡西姆

521 quarantine 1 ['kwɔrənti:n] vt.检疫；隔离；使隔离 n.检疫；隔离；检疫期；封锁 vi.实行隔离

522 quote 1 [kwəut, kəut] vt.报价；引述；举证 vi.报价；引用；引证 n.引用

523 races 1 abbr.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国内应急通信业务(=Radio Amateur Civil Emergency Service)

524 ranking 1 ['ræŋkiŋ] adj.上级的；头等的；超群的 n.等级；地位 v.排列；归类于（rank的ing形式） n.(Ranking)人名；(英)兰金

525 rapidly 1 ['ræpid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；立即

526 ratcheted 1 ['rætʃɪt] n. 棘轮；棘齿 v. （使）渐进 =rachet.

527 rattled 1 ['rætld] adj.慌乱的；愚蠢的；恼火的 v.发出咯咯声（rattle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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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8 rd 1 abbr. (DOS命令) 删除空的子目录(=remove directory) abbr. 注册营养师(=Registered Dietitian) abbr. 乡村投递（=rural delivery）

529 reached 1 到达

530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531 reality 1 [ri'æləti, ri:-] n.现实；实际；真实

5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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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religious 1 [ri'lidʒəs] adj.宗教的；虔诚的；严谨的；修道的 n.修道士；尼姑

534 remove 1 [ri'mu:v] vt.移动，迁移；开除；调动 vi.移动，迁移；搬家 n.移动；距离；搬家

535 reopened 1 英 [ˌriː 'əʊpən] 美 [ˌriː 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
536 rescuers 1 n.救援者（rescuer的复数）

537 responded 1 英 [rɪ'spɒnd] 美 [rɪ'spɑːnd] v. 回答；响应；反应；反应灵敏；反响 n. [建]壁联；[宗]应唱圣歌

538 restoring 1 [rɪs'tɔː rɪŋ] n. 恢复；复原 动词resto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539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540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541 retaliated 1 [rɪ'tælieɪt] v. 报复；回敬

542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543 revenge 1 [ri'vendʒ] n.报复；复仇 vt.报复；替…报仇；洗雪 vi.报仇；雪耻

544 revolution 1 [,revə'lu:ʃən] n.革命；旋转；运行；循环

545 rid 1 [rid] vt.使摆脱；使去掉 n.(Rid)人名；(英)里德

546 rock 1 [rɔk] n.岩石；摇滚乐；暗礁 vt.摇动；使摇晃 vi.摇动；摇晃 n.(Ro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意、瑞典)罗克

5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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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8 rush 1 [rʌʃ] n.冲进；匆促；急流；灯心草 adj.急需的 vt.使冲；突袭；匆忙地做；飞跃 vi.冲；奔；闯；赶紧；涌现 n.(Rush)人
名；(英)拉什

549 saint 1 [seint] n.圣人；圣徒；道德崇高的人 adj.神圣的 vt.成为圣徒

5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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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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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2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553 second 1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554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555 senate 1 ['senit] n.参议院，上院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

5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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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7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
558 sequel 1 ['si:kwel, -wəl] n.续集；结局；继续；后果

559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560 se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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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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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2 shared 1 英 [ʃeəd] 美 [ʃerd] adj. 共享的；共用的 v. 分享，共享；分配；共有（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63 Shia 1 ['ʃiə] n.什叶；什叶派（等于Shiah）

564 shift 1 [ʃift] n.移动；变化；手段；轮班 vi.移动；转变；转换 vt.转移；改变；替换

565 shocked 1 adj. 震惊的 动词sho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66 shorten 1 ['ʃɔ:tən] vt.缩短；减少；变短 vi.缩短；变短

567 shortening 1 ['ʃɔ:təniŋ] n.缩短；起酥油；缩略词 v.缩短（shorten的ing形式）

568 shot 1 n.发射；炮弹；射手；镜头 adj.用尽的；破旧的；杂色的，闪光的 v.射击（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69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570 Siberian 1 [sai'biəriən] adj.西伯利亚（人）的；来自西伯利亚的

571 siege 1 [si:dʒ] n.围攻；包围；围城；不断袭击；长期努力 vt.围攻；包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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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2 signs 1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573 simmering 1 n.气体漏泄时发出的叫声；激化状态，即将爆发的状态 vt.慢煮（simmer的现在分词） vi.煨（simmer的现在分
词）；（争吵或暴力）即将爆发

574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5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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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6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577 snowy 1 ['snəui] adj.下雪的，多雪的；被雪覆盖的；洁白无瑕的

578 sort 1 [sɔ:t] n.种类；方式；品质 vi.分类；协调；交往 vt.将…分类；将…排序；挑选出某物

579 speak 1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
580 speed 1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
繁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5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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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2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583 sponsor 1 ['spɔnsə] n.赞助者；主办者；保证人 vt.赞助；发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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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5 st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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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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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7 storm 1 [stɔ:m] n.暴风雨；大动荡 vi.起风暴；横冲直撞；狂怒咆哮 vt.猛攻；怒骂 n.(Storm)人名；(瑞典)斯托姆；(德)施托姆；
(英、西、芬)斯托姆

588 stormed 1 英 [stɔː m] 美 [stɔː rm] n. 暴风雨 v. 起风暴；猛攻；暴怒；捣毁

589 straight 1 adj.直的；连续的；笔直的；正直的；整齐的；异性恋的 adv.直接地；不断地；立即；坦率地 n.直；直线；直男，直
女，异性恋者 n.(Straight)人名；(英)斯特雷特

590 stream 1 [stri:m] n.溪流；流动；潮流；光线 vi.流；涌进；飘扬 vt.流出；涌出；使飘动

591 strikes 1 [straɪk] n. 罢工；打击；殴打 v. 打；撞；罢工；划燃

592 struggling 1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
593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594 studio 1 ['stju:diəu, 'stu:-] n.工作室；[广播][电视]演播室；画室；电影制片厂

595 subscribe 1 [səb'skraib] vi.订阅；捐款；认购；赞成；签署 vt.签署；赞成；捐助

596 suddenly 1 ['sʌdnli] adv.突然地；忽然

597 Sullivan 1 ['sʌlivən] n.沙利文，苏利文（人名）

598 summit 1 ['sʌmit] n.顶点；最高级会议；最高阶层 adj.最高级的；政府首脑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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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0 supreme 1 [sju'pri:m, sə-] adj.最高的；至高的；最重要的 n.至高；霸权

601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602 targets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 rː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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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4 tension 1 ['tenʃən] n.张力，拉力；紧张，不安；电压 vt.使紧张；使拉紧

605 terms 1 [tə:mz] n.地位，关系；[法]条款；术语；措辞；价钱（term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称为（term的三单形式）

606 territorial 1 [,teri'tɔ:riəl] adj.领土的；区域的；土地的；地方的 n.地方自卫队士兵

607 terrorists 1 ['terərɪsts] n. 恐怖分子 名词terrorist的复数形式.

608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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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0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611 threaten 1 ['θretən] vt.威胁；恐吓；预示 vi.威胁；可能来临

6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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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3 torture 1 ['tɔ:tʃə] vt.折磨；拷问；歪曲 n.折磨；拷问；歪曲

614 tough 1 [tʌf] adj.艰苦的，困难的；坚强的，不屈不挠的；坚韧的，牢固的；强壮的，结实的 n.恶棍 vt.坚持；忍受，忍耐 adv.
强硬地，顽强地 n.(Tough)人名；(英)图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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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5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(英)特沃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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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7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
618 tree 1 [tri:] n.树；木料；树状物 vt.把...赶上树 vi.爬上树；逃上树 n.(Tree)人名；(英)特里

619 trends 1 [trendz] n. 趋势；动态 名词trend的复数形式.

620 trigger 1 ['trigə] vt.引发，引起；触发 vi.松开扳柄 n.扳机；[电子]触发器；制滑机 n.(Trigger)人名；(英)特里杰

621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622 troll 1 vt.轮唱，使转动；放声高唱；拖饵钓鱼 vi.参加轮唱；宏亮地唱；拖饵钓鱼 n.轮唱；钓鱼；北欧神话中的巨人

623 troubled 1 ['trʌbld] adj.动乱的，不安的；混乱的；困惑的

6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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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5 trump 1 [trʌmp] n.王牌；法宝；喇叭 vt.胜过；打出王牌赢 vi.出王牌；吹喇叭 n.(Trump)人名；(英)特朗普

626 ultimately 1 ['ʌltimətli] adv.最后；根本；基本上

627 uncertain 1 [,ʌn'sə:tən] adj.无常的；含糊的；靠不住的；迟疑不决的

628 uncertainty 1 [,ʌn'sə:tənti] n.不确定，不可靠

629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630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6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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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2 unprecedented 1 [,ʌn'presidəntid] adj.空前的；无前例的

633 unquote 1 [,ʌn'kwəut] vi.（句、文等）结束（引文） vt.（句、文等）结束（引文）

634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35 uranium 1 [ju'reiniəm] n.[化学]铀

6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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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7 ushered 1 英 ['ʌʃə(r)] 美 ['ʌʃər] n. 带位员；招待员 vt. 引导；引入 vi. 做招待；担任引座员

638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639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640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641 venue 1 ['venju:] n.审判地；犯罪地点；发生地点；集合地点

642 waiting 1 ['weitiŋ] n.等待；服侍 adj.等待的；服侍的 v.等待；伺候（wait的ing形式）；延缓 n.(Waiting)人名；(英)韦廷

6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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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4 Warner 1 ['wɔ:nə] n.警告者；报警器 n.(Warner)人名；(英)沃纳；(德、瑞典)瓦尔纳

645 warnings 1 n. 警告信息（warning的复数形式）

6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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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47 wasn 1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
648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649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650 weakest 1 [wiː kɪst] adj. 最弱的 形容词weak的最高级形式.

651 weapon 1 ['wepən] n.武器，兵器

652 weapons 1 n.武器（weapon的复数）；武装切换；斗争工具 v.武装（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653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654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655 welcome 1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
656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657 word 1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
658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
659 yesterday 1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
660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661 YouTube 1 英 ['ju tːjuːb] 美 ['ju tːuːb] n.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