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1-14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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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bove 1 [ə'bʌv] prep.超过；在……上面；在……之上 adv.在上面；在上文 adj.上文的 n.上文

3 abuse 4 [ə'bju:z, ə'bju:s] n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；弊端；恶习，陋习 vt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 n.(Abuse)人名；(英)阿比斯

4 accusation 1 [,ækju:'zeiʃən] n.控告，指控；谴责

5 acquit 1 [ə'kwit] vt.无罪释放；表现；脱卸义务和责任；清偿

6 acquitted 1 [ə'kwɪt] v. 宣布无罪；开释；原谅；表现

7 ac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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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9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10 addresses 1 [ə'dres] n. 住址；网址；电子邮箱地址；称呼；致词；讲话；演讲；谈吐 v. 称呼；发表演说；提出；写地址；处理

11 admits 1 [əd'mɪt] vt. 承认；允许进入；给…进入的权利；容纳 vi. 承认；允许进入；允许

12 adopted 1 [ə'dɔptid] adj.被收养的；被采用的 v.采用；接受（ado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3 advance 1 [əd'vɑ:ns, əd'væns] n.发展；前进；增长；预付款 vt.提出；预付；使……前进；将……提前 vi.前进；进展；上涨 adj.预先
的；先行的

14 after 6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5 against 3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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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irline 1 ['εəlain] n.航空公司；航线 adj.航线的

18 airlines 1 ['erlaɪns] n. 航空公司

19 alike 1 [ə'laik] adj.相似的；相同的 adv.以同样的方式；类似于

20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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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llegations 1 [ælɪ'ɡeɪʃnz] 指称

22 almost 2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23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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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26 amendment 1 [ə'mendmənt] n.修正案；改善；改正

27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28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29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0 analysts 1 ['ænəlɪsts] n. 分析员 名词analyst的复数

31 analyze 1 ['ænəlaiz] vt.对…进行分析，分解（等于analyse）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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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and 3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4 andrew 1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35 anger 1 ['æŋgə] n.怒，愤怒；忿怒 vt.使发怒，激怒；恼火 vi.发怒；恼火 n.(Anger)人名；(罗)安杰尔；(法)安热；(德、捷、瑞典)
安格尔

36 anoth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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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38 anymore 1 ['eni'mɔ:] adv.再也不，不再

39 appropriate 1 adj.适当的；恰当的；合适的 vt.占用，拨出

40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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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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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argument 1 ['ɑ:gjumənt] n.论证；论据；争吵；内容提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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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44 article 1 ['ɑ:tikəl] n.文章；物品；条款；[语]冠词 vt.订约将…收为学徒或见习生；使…受协议条款的约束 vi.签订协议；进行控告

45 articles 2 英 ['ɑ tːɪkl] 美 ['ɑ rːtɪkl] n. 文章；物品；条款；[语]冠词 vt. 订契约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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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Asian 1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
48 assume 1 vi.假定；设想；承担；采取 vt.僭取；篡夺；夺取；擅用；侵占

49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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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0 baby 1 ['beibi] n.婴儿，婴孩；孩子气的人 vt.纵容，娇纵；把……当婴儿般对待 adj.婴儿的；幼小的 n.(Baby)人名；(法、葡)巴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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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backdrop 1 ['bæk,drɔp] n.背景；背景幕；交流声

53 balances 1 ['bæləns] n. 平衡；天平；平静；结余；差额；调和；制衡 vt. 权衡；使平衡；抵消；称重量 vi. 均衡；建立平衡

54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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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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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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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begin 3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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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63 below 1 [bi'ləu] adv.在下面，在较低处；在本页下面 prep.在…下面 n.(Below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贝洛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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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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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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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brain 1 [brein] n.头脑，智力；脑袋 vt.猛击…的头部 n.(Brain)人名；(英)布雷恩

68 branch 1 [brɑ:ntʃ, bræntʃ] vt.分支；出现分歧 vi.分支；出现分歧 n.树枝，分枝；分部；支流 n.(Branch)人名；(英)布兰奇

69 bribery 2 ['braibəri] n.[法]贿赂；受贿；行贿

70 broke 1 [brəuk] adj.一文不名的，破产的 v.打破，断掉（break的过去式） n.(Broke)人名；(英)布罗克

71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72 busiest 2 adj.最忙的（busy的最高级形式）

73 busy 1 ['bizi] adj.忙碌的；热闹的；正被占用的 vt.使忙于 n.(Busy)人名；(匈)布希；(法)比西

74 b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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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by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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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77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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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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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81 can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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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capital 1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
83 Capitol 3 ['kæpitəl] n.美国国会大厦；（美国）州议会大厦

84 car 1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85 Carl 5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86 cascading 1 [kæs'keɪdɪŋ] n. 级串联；阶级渗透 动词cascade的现在分词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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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88 CDC 1 abbr. 疾病控制中心(=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)

89 centers 2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90 centuries 1 ['sentʃərɪz] n. 世纪 名词century的复数形式.

91 certainly 1 ['sə:tənli] adv.当然；行（用于回答）；必定

92 challenges 1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
93 chamber 2 ['tʃeimbə] n.（身体或器官内的）室，膛；房间；会所 adj.室内的；私人的，秘密的 vt.把…关在室内；装填（弹药等）
n.(Chamber)人名；(英)钱伯

94 chaos 1 n.混沌，混乱 n.(Chaos)人名；(西)查奥斯

95 chaotic 1 [kei'ɔtik] adj.混沌的；混乱的，无秩序的

96 charge 4 [tʃɑ:dʒ] n.费用；电荷；掌管；控告；命令；负载 vt.使充电；使承担；指责；装载；对…索费；向…冲去 vi.充电；控
告；索价；向前冲；记在账上 n.(Charge)人名；(法)沙尔热；(英)查奇

97 checks 1 [t'ʃeks] n. （复）制约（复数形式常用在短语checks and balances中；意思是 制约与平衡） 名词check的复数形式.

98 chime 1 [tʃaim] vi.鸣响；和谐 vt.打钟报时；敲出和谐的声音 n.钟声；一套发谐音的钟；和谐 n.(Chime)人名；(日)千绵(姓)

99 chris 3 [kris] n.克里斯（男子名）；克莉丝（女子名）

100 Cities 2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101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02 Clinton 3 n.克林顿

103 clip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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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cnn 7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105 coated 1 ['kəutid] adj.上涂料的，上胶的；穿外套的，覆盖着的 v.外面覆盖（coat的过去分词）

106 cold 1 [kəuld] adj.寒冷的；冷淡的，不热情的；失去知觉的 n.寒冷；感冒 adv.完全地

107 c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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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commemorated 1 [kə'meməreɪt] vt. 纪念

109 committed 1 [kə'mitid] adj.坚定的；效忠的；承担义务的 v.承诺；委托；干坏事；付诸（commit的过去分词）

110 commuters 1 n.（远距离）上下班往返的人( commuter的名词复数 )

111 concentrated 1 ['kɔnsəntreitid] adj.集中的；浓缩的；全神贯注的 v.集中（concentrate的过去分词）

112 concerning 1 [kən'sə:niŋ] prep.关于；就…而言 v.涉及；使关心（concern的ing形式）；忧虑

113 congress 6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
114 constitution 2 n.宪法；体制；章程；构造；建立，组成；体格

115 constitutional 1 [,kɔnsti'tju:ʃənəl] adj.宪法的；本质的；体质上的；保健的 n.保健散步；保健运动

116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117 contempt 1 [kən'tempt] n.轻视，蔑视；耻辱

118 continued 1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
119 contributor 2 [kən'tribjutə] n.贡献者；投稿者；捐助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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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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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converge 1 [kən'və:dʒ] vt.使汇聚 vi.聚集；靠拢；收敛

123 convict 2 [kən'vikt] vt.证明…有罪；宣告…有罪 n.罪犯

124 convicting 1 [kən'vɪkt] vt. 宣判 ... 有罪；使 ... 知罪 n. 囚犯；罪犯 adj. 被定罪的

125 cool 1 [ku:l] adj.凉爽的；冷静的；出色的 vt.使…冷却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变凉；平息 n.凉爽；凉爽的空气 adv.冷静地 n.(Cool)人
名；(法)科尔；(英)库尔

126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
127 coronavirus 3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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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30 countr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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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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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countryside 1 ['kʌntri,said] n.农村，乡下；乡下的全体居民

132 covid 3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33 crime 2 [kraim] n.罪行，犯罪；罪恶；犯罪活动 vt.控告……违反纪律

134 crimes 2 [k'raɪmz] 犯罪

135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36 cross 1 n.交叉，十字；十字架，十字形物 vi.交叉；杂交；横过 vt.杂交；渡过；使相交 adj.交叉的，相反的；乖戾的；生气的

137 crossing 3 ['krɔ:siŋ] n.十字路口；杂交；横渡；横道 v.横越（cross的现在分词）

138 crosswalk 4 ['krɔ:s,wɔ:k] n.人行横道

139 crosswalks 1 [k'rɒswɔː ks] 人行横道

140 crowd 1 [[kraud] n.群众,一伙;一堆,许多,大众 v.拥挤,挤满,挤进 vt.挤满,将...塞进;催促,催逼 vi.挤,拥挤,聚集

141 crystallizes 1 v.使结晶( crystallize的第三人称单数 ); 计划成型，具体化

142 crystals 1 [k'rɪstlz] n. 晶体；结晶乙酸柏木酯 名词crystal的复数形式.

143 cutting 1 ['kʌtiŋ] n.[机]切断；剪辑；开凿 adj.锋利的；严寒的；尖酸刻薄的 v.削减（cut的ing形式）；采伐；切开 n.(Cutting)人
名；(英)卡廷

144 day 4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145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146 decade 1 ['dekeid] n.十年，十年期；十

147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148 decide 1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149 decides 1 [dɪ'saɪd] v. 决定；判断；断定

150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51 define 1 [di'fain] vt.定义；使明确；规定 n.(Define)人名；(英)德法恩；(葡)德菲内

152 defines 1 [dɪ'fɑɪnz] v. 定义 动词defin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153 delivering 1 v.发表（deliver的ing形式）；投递

154 democrats 2 ['deməkræts] n.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.

155 depu 1 De Paul University 德宝大学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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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developments 1 [dɪ'veləpmənts] n. 建设；发展；开发区 名词development的复数形式.

158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59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160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161 directions 1 [dɪ'rekʃnz] n. 用法说明；方向；指令 名词dir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62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163 disease 2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164 dizzying 1 ['dizi:iŋ] adj.令人昏乱的；极快的；灿烂的 vt.使人眼花撩乱（dizzy的现在分词）

165 do 1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（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）；（代替动词）；（用于加强语气） vi.行，足够；生长 n.（英）多（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
称） n.（口语）事件；（主英国口语）诈骗；（主英国、新西兰口语）宴会；（口语）必须做到的事情

166 documentation 1 [,dɔkjumen'teiʃən] n.文件,证明文件,史实,文件编制

167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68 dog 4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
169 doing 3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70 d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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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1 donald 2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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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draft 1 n.汇票；草稿；选派；（尤指房间、烟囱、炉子等供暖系统中的）（小股）气流 vt.起草；制定；征募 vi.拟稿；绘样；
作草图 adj.初步画出或（写出）的；（设计、草图、提纲或版本）正在起草中的，草拟的；以草稿形式的；草图的

174 dream 1 [dri:m] vi.梦想；做梦，梦见；想到 n.梦想，愿望；梦 vt.梦想；做梦；想到 adj.梦的；理想的；不切实际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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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 drift 1 [drift] n.漂流，漂移；趋势；漂流物 vi.漂流，漂移；漂泊 vt.使…漂流；使…受风吹积

176 drifting 1 [drɪftɪŋ] adj. 弥漫的 n. 漂流 动词drif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77 droplets 1 [d'rɒplets] 液滴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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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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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ed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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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edition 1 [i'diʃən] n.版本 版次 集

182 edwin 1 ['edwin] n.爱德温（男子名，义为繁荣、富有）

183 efficient 1 [i'fiʃənt] adj.有效率的；有能力的；生效的

184 election 1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
185 encouraged 1 英 [ɪn'kʌrɪdʒd] 美 [ɪn'kɜ ɪːdʒd] adj. 被鼓励的 v. 鼓励；促进；支持（动词encour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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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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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89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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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192 every 3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193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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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explanation 1 [,eksplə'neiʃən] n.说明，解释；辩解

196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97 famous 2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198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199 faulted 1 [faʊlted] adj. 有缺点的；有毛病的 动词faul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00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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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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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fin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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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fine 1 [fain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细小的，精美的；健康的；晴朗的 n.罚款 vt.罚款；澄清 adv.很好地；精巧地 n.(Fine)人名；(意)
菲内；(英)法恩

206 firing 1 ['faiəriŋ] n.开火；烧制；解雇；生火 v.开火；烧制；解雇（fire的ing形式）；点燃；激励 n.(Firing)人名；(英)法尔林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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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f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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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flight 1 [flait] n.飞行；班机；逃走 vt.射击；使惊飞 vi.迁徙 n.(Flight)人名；(英)弗莱特

210 fog 3 [fɔg] n.雾；烟雾，尘雾；迷惑 vt.使模糊；使困惑；以雾笼罩 vi.被雾笼罩；变模糊 n.(Fog)人名；(丹)福

211 foggy 1 ['fɔgi] adj.有雾的；模糊的，朦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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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for 1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14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215 forcefully 1 ['fɔ:sfəli] adv.强有力地；激烈地；有说服力地

216 form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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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formal 1 ['fɔ:məl] adj.正式的；拘谨的；有条理的 n.正式的社交活动；夜礼服 n.(Formal)人名；(法)福马尔

218 formally 1 ['fɔ:məli] adv.正式地；形式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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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9 Frankenmuth 2 n. 弗兰肯默斯(在美国；西经 83º44' 北纬 43º19')

220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221 freezing 1 ['fri:ziŋ] adj.冰冻的；严寒的；冷冻用的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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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furious 1 ['fju:riəs] adj.激烈的；狂怒的；热烈兴奋的；喧闹的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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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5 gasp 1 [gɑ:sp, gæsp] vi.喘气；喘息；渴望 vt.气喘吁吁地说；喘着气说话 n.喘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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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228 glad 1 adj.高兴的；乐意的 vt.使......高兴 n.(Glad)人名；(塞、瑞典)格拉德；(英)格莱德；(法、挪)格拉

229 globe 1 [gləub] n.地球；地球仪；球体 vt.使…成球形 vi.成球状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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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1 go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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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got 2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233 granite 2 ['grænit] n.花岗岩；坚毅；冷酷无情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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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guys 1 [ɡaɪ] n. 家伙；(男)人 n. 拉索；牵索 vt. 嘲笑

236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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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7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238 ha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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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hav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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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h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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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242 heard 2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243 hearing 1 ['hiəriŋ] n.听力；审讯，听讯 v.听见（hear的ing形式） n.(Hearing)人名；(英)希尔林

244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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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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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hi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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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him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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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0 his 4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51 historic 1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
252 history 2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253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254 holds 1 英 [həʊldz] 美 [hoʊldz] n. 货舱；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.

255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256 hous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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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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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hunt 1 [hʌnt] vt.打猎；搜索 vi.打猎；搜寻 n.狩猎；搜寻 n.(Hunt)人名；(德、瑞典)洪特；(英)亨特；(法)安

260 ice 5 [[ais] n.冰；冰淇淋；矜持；（俚）钻石 vt.冰镇；结冰 vi.结冰 adj.冰的 n.(Ice)人名；(英)艾斯；(法)伊斯

261 iconic 1 [ai'kɔnik] adj.图标的，形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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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2 icy 1 ['aisi] adj.冰冷的；冷淡的；结满冰的

263 if 5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64 illuminating 1 [i'lju:mineitiŋ] adj.照亮的，照明的；启蒙的，有启发性的 v.照明，阐释（illuminat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265 impeach 6 [im'pi:tʃ] vt.弹劾；归咎；怀疑 n.控告，检举；弹劾；怀疑

266 impeachable 1 [im'pi:tʃəbl] adj.可控告的，可弹劾的

267 impeached 8 [ɪm'piː tʃ] v. 归咎；怀疑；控告；弹劾

268 impeachment 9 [im'pi:tʃmənt] n.弹劾；控告；怀疑；指摘

269 in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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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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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incitement 1 [in'saitmənt] n.煽动，刺激；激励物

272 insurrection 1 [,insə'rekʃən] n.暴动；叛乱

273 interfere 1 [,intə'fiə] vi.干涉；妨碍；打扰 vt.冲突；介入

274 intersection 1 [,intə'sekʃən] n.交叉；十字路口；交集；交叉点

275 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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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is 1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77 it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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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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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James 2 [dʒeimz] n.詹姆斯（姓氏，男子名）；《雅各书》

280 January 2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281 japan 2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282 Johnson 3 ['dʒɔnsən] n.约翰逊（姓氏）

283 judiciary 1 [dʒu:'diʃiəri] n.司法部；法官；司法制度 adj.司法的；法官的；法院的

284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285 jury 1 ['dʒuəri] n.[法]陪审团；评判委员会 adj.应急的 n.(Jury)人名；(西)胡里；(英、法)朱里；(德)尤里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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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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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289 landmark 1 n.[航]陆标；地标；界标；里程碑；纪念碑；地界标；划时代的事 adj.有重大意义或影响的 n.（瑞典、挪）兰德马
克（人名）

290 lanes 1 拉纳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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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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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later 2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294 lava 2 ['lɑ:və, 'lævə] n.火山岩浆；火山所喷出的熔岩 n.(Lava)人名；(西、意)拉瓦

295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296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297 le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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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legendary 1 adj.传说的，传奇的

299 legions 1 n. 罗马军团；军队（legion的复数）；万马千军

300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301 like 3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302 limestone 1 ['laimstəun] n.[岩]石灰岩

303 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
304 list 2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305 litt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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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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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6 locals 2 ['ləʊklz] n. 当地

307 longer 2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308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309 loyal 1 ['lɔiəl] adj.忠诚的，忠心的；忠贞的 n.效忠的臣民；忠实信徒 n.(Loya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西、匈、法)洛亚尔

310 loyalty 1 n.忠诚；忠心；忠实；忠于…感情

311 lying 1 adj.说谎的；躺着的，卧着的 n.说谎；横卧

312 made 2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313 madness 1 ['mædnis] n.疯狂；愚蠢的行为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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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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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318 mal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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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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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marble 1 ['mɑ:bl] n.大理石；大理石制品；弹珠 adj.大理石的；冷酷无情的 n.(Marble)人名；(英)马布尔

321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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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mean 1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
324 measure 1 ['meʒə] n.测量；措施；程度；尺寸 vt.测量；估量；权衡 vi.测量；估量

325 meatball 1 ['mi:tbɔ:l] n.肉丸子；笨蛋；乏味的人；“肉丸旗”（指日本国旗）

326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327 memorizing 1 ['memə] n. 熟记；用力记住 动词memoriz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28 mesmeric 1 [mez'merik, 'mes-] adj.催眠术的

329 Michigan 1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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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mike 1 n.扩音器，麦克风；话筒；休息,游手好闲 vi.使用扩音器；偷懒,游手好闲 vt.用扩音器传送；用窃听器窃听

332 million 3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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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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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mine 1 [main] n.矿，矿藏；矿山，矿井；地雷，水雷 vt.开采，采掘；在…布雷 vi.开矿，采矿；埋设地雷 pron.我的 n.(Mine)人
名；(德、塞、土、毛里塔)米内

336 Minnesota 1 [,mini'səutə] n.明尼苏达州（美国中北部洲）

337 Minnesotan 1 [,mini'səutən] adj.明尼苏达州的 n.明尼苏达州人

338 misconduct 1 [,mis'kɔndʌkt, ,miskən'dʌkt] n.不端行为；处理不当 vt.处理不当；行为不检

339 misdemeanors 2 [mɪsdɪ'miː nəz] adj. 寡过

340 misuse 1 [,mis'ju:z, ,mis'ju:s] vt.滥用；误用；虐待 n.滥用；误用；虐待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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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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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mounting 1 ['mauntiŋ] n.装备，装配；上马；衬托纸 v.增加（mount的ing形式）；爬上 adj.逐渐增加的

344 movie 1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345 movies 1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
346 much 1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347 my 3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348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349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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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0 negative 1 ['negətiv] adj.[数]负的；消极的；否定的；阴性的 n.否定；负数；[摄]底片 vt.否定；拒绝

351 neon 1 ['ni:ɔn, -ən] n.霓虹灯；氖（10号元素，符号Ne） n.(Neon)人名；(德)内翁；(俄)涅翁

352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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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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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nice 1 [nais] adj.精密的；美好的；细微的；和蔼的 n.(Nice)人名；(英)尼斯

356 Nixon 2 ['niksn] n.尼克松（美国第37任总统）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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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not 10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59 now 4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360 oath 1 [əuθ] n.誓言，誓约；诅咒，咒骂

361 objective 1 [əb'dʒektiv, ɔb-] adj.客观的；目标的；宾格的 n.目的；目标；[光]物镜；宾格

362 objects 2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
363 obstruction 2 [əb'strʌkʃən, ɔb-] n.障碍；阻碍；妨碍

364 of 5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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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offense 1 [ə'fens] n.犯罪，过错；进攻；触怒；引起反感的事物

367 office 5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368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369 often 4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370 olympics 1 英 [əʊ'lɪmpɪks] 美 [oʊ'lɪmpɪks] n. 奥林匹克运动会 =Olympic Games.

371 O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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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on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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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or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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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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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376 our 5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77 o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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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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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owner 2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380 pandemic 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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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passengers 2 旅客

383 patriotically 1 adv.爱国地；忧国地

384 peacefully 1 adv.平静地；和平地

385 pence 2 [pens] n.便士（penny的复数） n.(Pence)人名；(英)彭斯

386 people 7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87 photographs 1 英 ['fəʊtəgræfs] 美 ['foʊtəgræfs] n. 照片 名词photograph的复数形式.

388 phrase 2 [freiz] n.短语,习语,措辞,乐句 vt.措词,将(乐曲)分成乐句

389 plac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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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placed 1 [pleɪst] adj. 名列前茅的（多指赛马）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91 planes 1 [pleɪns] n. 位面；飞机 名词plan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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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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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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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5 positive 1 ['pɔzətiv, -zi-] adj.积极的；[数]正的，[医][化学]阳性的；确定的，肯定的；实际的，真实的；绝对的 n.正数；[摄]正片

396 power 3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397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398 presidency 1 ['prezidənsi] n.总统（或董事长、会长、大学校长等）的职位（任期）；管辖；支配

399 president 15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400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401 pressured 1 英 ['preʃə(r)] 美 ['preʃər] n. 压强；压力；压迫 v. 施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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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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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prove 2 [pru:v] vt.证明；检验；显示 vi.证明是

405 puns 1 [pʌn] n. 双关语 vt. 说双关语

406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407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408 quote 2 [kwəut, kəut] vt.报价；引述；举证 vi.报价；引用；引证 n.引用

409 rally 1 ['ræli] vi.团结；重整；恢复；（网球等）连续对打 vt.团结；集合；恢复健康、力量等 n.集会；回复；公路赛车会 n.
(Rally)人名；(罗)拉利

410 re 7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411 real 2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412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413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414 recorded 1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
415 recovered 1 [rɪ'kʌvəd] adj. 恢复的 动词reco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16 referred 1 [rɪ'fɜ rːɪd] v. 归类(谈及；送交；参考；指点；折合) 动词re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17 remaining 1 [rɪ'meɪnɪŋ] adj. 剩余的

418 remedy 1 ['remidi] vt.补救；治疗；纠正 n.补救；治疗；赔偿

419 remember 1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
420 remo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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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422 removing 1 [riː 'muːvɪŋ] n. 消除；排除；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23 representation 1 [,reprizen'teiʃən] n.代表；表现；表示法；陈述

424 representatives 5 [reprɪ'zentətɪvz] n. 众议院议员；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.

425 republican 1 [ri'pʌblikən] adj.共和国的；共和政体的；共和主义的；拥护共和政体的 n.共和主义者

426 republicans 4 n.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.

427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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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9 rescheduled 1 英 [ˌriː 'ʃedju lː] 美 [ˌriː 'skedʒu lː] v. 重新排定

430 resigned 1 [ri'zaind] adj.顺从的；已辞职的；己放弃的 v.辞职；顺从（r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431 resolution 3 [,rezə'lu:ʃən, -,lju:-] n.[物]分辨率；决议；解决；决心

432 restriction 2 [ri'strikʃən] n.限制；约束；束缚

433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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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5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436 rhyme 5 [raim] n.韵律；韵脚；韵文；押韵词 vt.使押韵；用韵诗表达；把…写作诗 vi.押韵；作押韵诗

437 rhyming 1 ['raimiŋ] n.押韵 adj.押韵的 v.押韵（rhyme的ing形式）；作诗

438 rhyolitic 2 流纹质

439 Richard 1 ['ritʃəd] n.理查德（男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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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0 rid 1 [rid] vt.使摆脱；使去掉 n.(Rid)人名；(英)里德

441 r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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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riot 1 ['raiət] n.暴乱；放纵；蔓延 vi.骚乱；放荡 vt.浪费，挥霍 n.(Riot)人名；(法)里奥；(西)里奥特

443 rioter 1 ['raɪətə(r)] n. 暴民；暴徒；喝酒狂闹的人

444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445 road 1 [rəud] n.公路，马路；道路；手段 vt.（狗）沿臭迹追逐（猎物） adj.（美）巡回的 n.(Road)人名；(英)罗德

4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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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7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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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8 s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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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9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50 scandal 1 ['skændəl] n.丑闻；流言蜚语；诽谤；公愤

451 scene 1 [si:n] n.场面；情景；景象；事件

452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453 scramble 1 ['skræmbl] vt.攀登；使混杂，仓促凑成；扰乱 n.抢夺，争夺；混乱，混乱的一团；爬行，攀登 vi.爬行，攀登；不规
则地生长；仓促行动

454 second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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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5 secretary 1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
4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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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7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458 senate 6 ['senit] n.参议院，上院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

459 senators 2 n.参议员( senator的名词复数 )

4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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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1 serves 1 英 [sɜːv] 美 [sɜ rː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
462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463 shibuya 3 涩谷

4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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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5 shy 1 [ʃai] adj.害羞的；畏缩的，胆怯的 vi.投；畏缩；惊退；厌恶 vt.投；乱掷 n.投掷；惊跳 n.(Shy)人名；(英)夏伊

466 significant 1 [sig'nifikənt] adj.重大的；有效的；有意义的；值得注意的；意味深长的 n.象征；有意义的事物

467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468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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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0 sky 1 [skai] n.天空；顶点 vt.把…投向空中；把…挂得过高 vi.踢或击高空球；把桨叶翘得过高；飞涨 n.(Sky)人名；(英)斯凯

471 skyscrapers 1 ['skai̩ skreipəz] 摩天楼

472 slate 1 [sleit] n.板岩；石板；蓝色；石片 vt.铺石板；严厉批评某人；计划 adj.板岩的；石板色的 n.(Slate)人名；(英)斯莱特

4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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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4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475 so 2 ['səu, 弱 sə] adv.如此，这么；确是如此 conj.所以；因此 pron.这样 n.(So)人名；(柬)索

4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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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7 somebody 2 ['sʌm,bɔdi, -bʌ-, -bə-] n.大人物；重要人物 pron.有人；某人

478 source 1 [sɔ:s] n.来源；水源；原始资料 n.(Source)人名；(法)苏尔斯

479 specific 1 [spi'sifik] adj.特殊的，特定的；明确的；详细的；[药]具有特效的 n.特性；细节；特效药

480 specifically 2 [spi'sifikəli] adv.特别地；明确地

481 speech 2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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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2 spicy 1 ['spaisi] adj.辛辣的；香的，多香料的；下流的

483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484 stabilizing 1 ['steɪbəlaɪzɪŋ] n. 稳定；稳定化处理(退火) =stabilising. 动词stabiliz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85 Stanton 1 ['stæntən; 'stɑ:-] n.斯坦顿（男子名）；斯坦顿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南部城市）

486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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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8 st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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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9 statements 1 [s'teɪtmənts] n. 报表；陈述；声明（名词statement的复数形式）

490 Stat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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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station 2 n.车站；驻地；地位；身份 vt.配置；安置；驻扎

492 statue 2 ['stætju:, -tʃu] n.雕像，塑像 vt.以雕像装饰

493 staying 1 英 ['steɪɪŋ] 美 ['steɪŋ] n. 拉线(撑；刚性结合)；停留 动词stay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494 st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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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5 sto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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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6 super 1 ['sju:pə] adj.特级的；极好的 n.特级品，特大号；临时雇员 n.(Super)人名；(英)休珀

497 supp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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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8 symbolic 1 [sim'bɔlik] adj.象征的；符号的；使用符号的

499 symbolize 1 ['simbəlaiz] vt.象征；用符号表现 vi.采用象征；使用符号；作为…的象征

500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501 tak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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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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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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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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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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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6 ten 1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
507 tenure 1 ['tenjuə, 'tenjə] n.任期；占有 vt.授予…终身职位

508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509 test 2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510 testing 1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
511 tests 1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5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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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3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514 that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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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5 the 11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16 theaters 1 n. 影剧院，剧院（theater复数）

517 their 3 [ðεə, 弱ðər] pron.他们的，她们的；它们的 n.(Their)人名；(英)蒂尔；(芬、瑞典)泰尔

518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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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0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21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22 they 9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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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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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5 thirds 2 [θɜːdz] n. 三号 名词third的复数形式.

526 this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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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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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7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528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529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30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531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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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throngs 1 英 [θrɒŋ] 美 [θrɔː ŋ] n. 人群；一大群；大量 v. 群集；挤满

534 throu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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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5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536 tim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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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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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8 to 4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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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39 today 4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540 Tokyo 5 ['təukjəu; -kiəu; 'tɔ:kjɔ:] n.东京（日本首都）

541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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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totally 1 ['təutəli] adv.完全地

544 tourists 1 ['tuərɪsts] n. 旅游者，旅行者，观光客（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）

545 traffic 1 ['træfik] n.交通；运输；贸易；[通信]通信量 vt.用…作交换；在…通行 vi.交易，买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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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7 travel 4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548 treason 2 ['tri:zən] n.[法]叛国罪；不忠

549 trees 1 [triː 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的复数形式

550 tremendous 1 adj.极大的，巨大的；惊人的；极好的

551 trial 2 ['traiəl] n.试验；审讯；努力；磨炼 adj.试验的；审讯的 n.(Trial)人名；(法)特里亚尔

552 tried 1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
553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54 trump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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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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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6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57 Ukraine 1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558 unable 1 [ʌn'eibl] adj.不会的，不能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；不能胜任的

559 unclear 1 英 [ˌʌn'klɪə(r)] 美 [ˌʌn'klɪr] adj. 不清楚的；含混的

560 under 2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561 unexpectedly 1 ['ʌnik'spektidli] adv.出乎意料地，意外地

562 unidentified 3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563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564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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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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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6 urban 1 ['ə:bən] adj.城市的；住在都市的 n.(Urban)人名；(西)乌尔万；(斯洛伐)乌尔班；(德、俄、罗、匈、塞、波、捷、瑞典、
意)乌尔班；(英)厄本；(法)于尔邦

567 us 1 pron.我们

568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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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0 vibrancy 1 ['vaibrənsi] n.振动；活力

571 vice 2 [vais] n.恶习；缺点；[机]老虎钳；卖淫 prep.代替 vt.钳住 adj.副的；代替的 n.(Vice)人名；(塞)维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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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2 video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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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3 violation 1 [,vaiə'leiʃən] n.违反；妨碍，侵害；违背；强奸

574 violence 1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575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576 visiting 1 ['vizitiŋ] n.拜访，访问；参观 adj.参观的；游览的 v.参观（visit的现在分词）；拜访

577 visitors 1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578 visual 1 ['vizjuəl] adj.视觉的，视力的；栩栩如生的

579 voices 1 n. 声音 名词voice的复数形式. abbr. 音控识别计算机输入系统(=Voice Operated Identification Computer Entry System)

580 volcanic 2 [vɔl'kænik] adj.火山的；猛烈的；易突然发作的 n.火山岩

581 vote 5 [vəut] n.投票，选举；选票；得票数 vt.提议，使投票；投票决定；公认 vi.选举，投票 n.(Vote)人名；(英、法)沃特

582 voted 8 英 [vəʊt] 美 [voʊt] n. 选举权；投票；选举；投票结果 v. 表决；选举；投票

583 walking 1 ['wɔ:kiŋ] n.步行；散步 v.步行（walk的ing形式） adj.步行的

584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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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5 war 1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586 warm 1 [wɔ:m] adj.温暖的；热情的 vi.同情；激动；变温暖 vt.使…兴奋；使…温暖；使…感兴趣 n.取暖；加热 n.(Warm)人名；
(英)沃姆；(德)瓦姆

587 was 1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88 watching 2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589 water 1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
590 watergate 1 ['wɔ:təgeit, 'wɔ-] n.水门，水闸；水门事件

591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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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2 w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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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3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594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5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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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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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7 w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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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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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9 where 5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600 whether 3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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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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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3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604 will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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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5 wind 1 [[wɪnd] n.风；呼吸；气味；卷绕 vt.缠绕；上发条；使弯曲；吹号角；绕住或缠住某人 vi.缠绕；上发条；吹响号角 n.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606 winter 2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
温特

607 witch 1 [witʃ] n.巫婆，女巫 vt.迷惑；施巫术

6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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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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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0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11 wonderland 1 ['wʌndəlænd] n.奇境，仙境；非常奇妙的地方

6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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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13 work 1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614 world 4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615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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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6 would 4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617 wow 1 n.极大的成功；一鸣惊人之举；魔兽世界(WorldofWarcraft)；失真 int.（表示极大的惊奇或钦佩）哇，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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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9 wrong 2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人名；(英)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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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1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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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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