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1-20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8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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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to 3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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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and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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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nknown 2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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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president 2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7 in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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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 are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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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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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for 1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1 so 1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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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we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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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s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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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office 12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15 will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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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help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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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States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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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t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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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united 1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20 god 10 [gɔd] n.神；（大写首字母时）上帝 vt.膜拜，崇拜 n.(God)人名；(索、阿拉伯)古德

21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2 manta 10 ['mæntə] n.外套；女用披巾 n.(Manta)人名；(日)满太(名)；(日)满田(姓)；(意、罗、葡)曼塔

23 me 10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24 have 8 [hæv, 弱həv, əv, v] vt.有；让；拿；从事；允许 aux.已经 n.(Have)人名；(芬)哈韦；(德)哈弗

25 thi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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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lso 7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27 be 7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8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9 a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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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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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do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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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or 6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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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rays 6 [reɪz] n. 射线 名词ray的复数形式.

35 their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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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biden 5 n. 拜登(姓氏)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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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day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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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faithfully 5 ['feiθfuli] adv.忠实地；如实地；诚心诚意地；深信着地

40 his 5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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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i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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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protect 5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43 them 5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44 there 5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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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nn 4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47 form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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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49 hand 4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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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oath 4 [əuθ] n.誓言，誓约；诅咒，咒骂

52 Obama 4 n. 巴拉克- 奥巴马(1961-)；美国第44任总统(2009-)

53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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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re 4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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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scream 4 [skri:m] vi.尖叫；呼啸；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；令人触目惊心 vt.尖声喊叫；大叫大嚷着要求 n.尖叫声；尖锐刺耳的声
音；极其滑稽可笑的人

57 thousands 4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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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bus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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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cabinet 3 ['kæbinit] n.内阁；橱柜；展览艺术品的小陈列室 adj.内阁的；私下的，秘密的

61 constitution 3 n.宪法；体制；章程；构造；建立，组成；体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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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execute 3 ['eksikju:t] vt.实行；执行；处死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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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66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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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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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him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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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9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70 Joe 3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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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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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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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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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presidential 3 [,prezi'denʃəl] adj.总统的；首长的；统辖的

77 raise 3 [reiz] vt.提高；筹集；养育；升起 vi.上升 n.高地；上升；加薪 n.(Raise)人名；(英)雷兹

78 ray 3 n.射线；光线；【鱼类】鳐形目(Rajiformes)鱼 vt.放射；显出 vi.放射光线；浮现

79 seats 3 ['siː ts] n.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.

80 tape 3 [teip] n.胶带；磁带；带子；卷尺 vt.录音；用带子捆扎；用胶布把…封住 vi.用磁带录音 n.(Ta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81 term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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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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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trum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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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us 3 pron.我们

85 wa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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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Washington 3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87 watch 3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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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90 your 3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91 ability 2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92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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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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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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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96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97 at 2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挝货币基本单位att）；[化]砹（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） abbr.密封的（airtight）；气温（airtemperature）

98 ba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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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Barack 2 n.贝拉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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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best 2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102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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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Carl 2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104 carter 2 ['kɑ:tə] n.运货马车夫，驾驶货车的人

105 classified 2 [/'klæsifaid] adj.分类的；类别的；机密的 n.分类广告 v.把…分类（classify的过去分词）

106 Clinton 2 n.克林顿

107 collect 2 [kə'lekt] vt.收集；募捐 vi.收集；聚集；募捐 adv.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.由收件人付款的 n.(Collect)人名；(英)科莱克特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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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conservation 2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
110 coronavirus 2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111 cry 2 [krai] vt.叫喊；哭出；大声说 n.叫喊；叫声；口号；呼叫 vi.哭；叫；喊

112 defend 2 [di'fend] vt.辩护；防护 vi.保卫；防守

113 d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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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14 donald 2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115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116 Ecuador 2 ['ekwədɔ:] n.厄瓜多尔（位于拉丁美洲）

117 education 2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118 elect 2 [i'lekt] adj.选出的；当选的；卓越的 n.被选的人；特殊阶层；上帝的选民 vt.选举；选择；推选 vi.作出选择；进行选举

119 ends 2 ['endz] n. 结束；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.

120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21 far 2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122 fu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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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Geo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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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giving 2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125 g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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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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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126 go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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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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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hop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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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hotline 2 ['hɔtlain] n.热线；热线电话，咨询电话

131 hundreds 2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132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33 internationa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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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jimmy 2 ['dʒimi] vt.撬开 n.撬棍；铁撬

135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36 largest 2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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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mantas 2 曼塔斯

139 martin 2 ['mɑ:tin] n.紫崖燕

140 m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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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m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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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nature 2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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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nominees 2 [nɒmɪ'niː z] 被提名者

145 off 2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146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47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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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population 2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149 prepared 2 adj.准备好的 v.准备（prepare的过去分词）

150 preserve 2 vt.保存；保护；维持；腌；禁猎 n.保护区；禁猎地；加工成的食品；（某人或群体的）专门活动

151 projec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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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reasons 2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153 repeat 2 [ri'pi:t] vt.重复；复制；背诵 n.重复；副本 vi.重做；重复发生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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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say 2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156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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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secon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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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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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shout 2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
161 sir 2 n.先生；（用于姓名前）爵士；阁下；（中小学生对男教师的称呼）先生；老师 n.（苏丹、德）西尔（人名）

162 solemnly 2 adv.庄严地；严肃地

163 st 2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164 swear 2 [swεə] vt.发誓；咒骂 vi.发誓，宣誓；诅咒 n.宣誓；诅咒

165 sworn 2 [swɔ:n] adj.发过誓的；宣誓过的 v.发誓（swear的过去分词）

166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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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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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）售得金额

168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169 tickets 2 ['tɪkɪt] n. 票；券；标签；罚单；候选人名单 vt. 加标签于；售票；开罚单；检票，查验票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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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union 2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172 vulnerable 2 ['vʌlnərəbl] adj.易受攻击的，易受…的攻击；易受伤害的；有弱点的

173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74 wat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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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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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w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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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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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whether 2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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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working 2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181 aboard 1 [ə'bɔ:d] adv.在飞机上；[船]在船上；在火车上 prep.在…上

182 accidentally 1 [,æksi'dentli] adv.意外地；偶然地

183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184 addressing 1 [ə'drəsiŋ] n.寻址，定址；访问

185 advice 1 [əd'vais] n.建议；忠告；劝告；通知

186 advocates 1 ['ædvəkeɪt] v. 提倡；主张 n. 拥护者；提倡者；律师；辩护者

187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88 allows 1 [ə'laʊz] 允许

189 am 1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-
ed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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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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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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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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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approaching 1 [ə'prəutʃiŋ] v.接近（approach的ing形式）；[航]进场；侵入

195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196 asks 1 英 [ɑːsk] 美 [æsk] v. 询问；请求；邀请；要求；开价；期待

197 atoll 1 ['ætɔl] n.[海洋]环礁，[地理]环状珊瑚岛

198 attend 1 [ə'tend] vt.出席；上（大学等）；照料；招待；陪伴 vi.出席；致力于；照料；照顾

199 attending 1 adj.（医生）主治的 v.参加（attend的现在分词）；注意，听；照顾；[常用被动语态]（作为结果、情况）伴随

200 avoided 1 [ə'vɔɪdɪd] adj. 避免了 动词avoi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01 aware 1 [ə'wεə] adj.意识到的；知道的；有…方面知识的；懂世故的 n.(Aware)人名；(阿拉伯、索)阿瓦雷

202 baa 1 [bɑ:, bæ] vi.（羊）咩咩叫 n.咩（羊叫声） n.(Baa)人名；(西)巴阿

203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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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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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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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209 beth 1 [beiθ, beθ] n.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

210 bible 1 ['baibl] n.有权威的书

211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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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213 brings 1 [brɪŋz] v. 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劝诱（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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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bull 1 [bul] n.公牛；看好股市者；粗壮如牛的人；胡说八道；印玺 adj.大型的；公牛似的；雄性的 vt.企图抬高证券价格；吓
唬；强力实现 vi.价格上涨；走运；猛推；吹牛 n.(Bull)人名；(英、葡、瑞典、芬、挪、德)布尔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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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call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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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callers 1 n.访问者( caller的名词复数 ); 呼叫者; 鸣叫物; 打电话者

219 calls 1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220 Capitol 1 ['kæpitəl] n.美国国会大厦；（美国）州议会大厦

221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222 carnival 1 ['kɑ:nivəl] n.狂欢节，嘉年华会；饮宴狂欢

223 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
224 center 1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225 charismatic 1 [,kæriz'mætik] adj.超凡魅力的；神赐能力的

226 Chinese 1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227 clips 1 [klɪp] vt. 夹住 v. 剪短 v. 疾驰；猛击 n. 夹子；弹夹；回形针；钳 n. 修剪；(羊毛的)剪下量；(被剪下的)东西

228 com 1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
229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230 commercial 1 [kə'mə:ʃəl] adj.商业的；营利的；靠广告收入的 n.商业广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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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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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congress 1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
235 congressional 1 [kən'greʃənəl] adj.国会的；会议的；议会的

236 consent 1 [kən'sent] vi.同意；赞成；答应 n.同意；（意见等的）一致；赞成 n.(Consent)人名；(法)孔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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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cord 1 [kɔ:d] n.绳索；束缚 vt.用绳子捆绑 n.(Cord)人名；(法)科尔；(英)科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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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course 1 n.科目；课程；过程；进程；道路；路线，航向；一道菜 vt.追赶；跑过 vi.指引航线；快跑

241 court 1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(法)库尔

242 coverage 1 n.覆盖，覆盖范围；新闻报道

243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244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245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特

246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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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decreasing 1 [di'kri:siŋ] adj.渐减的 v.减少；缩减（decrease的ing形式）

249 deteriorating 1 英 [dɪ'tɪəriəreɪt] 美 [dɪ'tɪriəreɪt] v. 恶化；变质；衰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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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
252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253 Eisenhower 1 ['aizən,hauə] n.艾森豪威尔（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）

254 elated 1 [i'leitid] adj.兴高采烈的；得意洋洋的 v.使兴奋（el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55 elementary 1 [,eli'mentəri] adj.基本的；初级的；[化学]元素的

256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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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environmental 1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258 environmentalist 1 [in,vaiərən'mentəlist] n.环保人士；环境论者；研究环境问题的专家

259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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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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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263 extinct 1 [ik'stiŋkt] adj.灭绝的，绝种的；熄灭的 vt.使熄灭

264 Faulkner 1 ['fɔ:knə] n.福克纳（美国小说家，曾获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）

265 fecundity 1 [fi'kʌnditi] n.[生物]繁殖力；多产；肥沃

266 feet 1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
267 field 1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268 fill 1 [fil] vt.装满，使充满；满足；堵塞；任职 vi.被充满，膨胀 n.满足；填满的量；装填物 n.(Fill)人名；(德、俄、匈)菲尔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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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fishing 1 ['fiʃiŋ] n.渔业；捕鱼（术）；试探；装配 adj.钓鱼的；钓鱼用的 v.捕鱼（fish的ing形式）

271 flag 1 [flæg] vi.标记；衰退；枯萎 vt.标记；插旗 n.标志；旗子

272 flies 1 [flaiz] n.苍蝇（fly的复数）；舞台上空，吊景区；裤子前面的开口 v.飞行；时间飞逝；乘飞机；飘动（fly的第三人称单
数）

273 folks 1 ['fəʊks] n. 人们；家人；父母 名词folk的复数形式.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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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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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front 1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
277 frustrated 1 [frʌ'streitid] adj.失意的，挫败的；泄气的 v.挫败；阻挠（frust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278 gentle 1 ['dʒentl] adj.温和的；文雅的 vt.使温和，使驯服 n.蛆，饵 n.(Gentle)人名；(英)金特尔

279 giant 1 ['dʒaiənt] n.巨人；伟人；[动]巨大的动物 adj.巨大的；巨人般的

280 gill 1 n.鳃；菌褶；（山谷中的）沟壑，峡流；及耳（容量单位） vi.被刺网捕住 vt.用刺网捕鱼；去除内脏 n.(Gill)人名；(英、
法、德、匈、印)吉尔；(瑞典、挪)伊尔；(西)希尔

281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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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grief 1 [gri:f] n.悲痛；忧伤；不幸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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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guest 1 [gest] n.客人，宾客；顾客 vt.款待，招待 vi.作客，寄宿 adj.客人的；特邀的，客座的 n.(Guest)人名；(英)格斯特

286 guests 1 [ɡest] n. 客人；宾客；特别来宾；[动植物]寄生生物 v. 做特邀嘉宾；做特约演员；客串；招待；做客

287 habitat 1 ['hæbitæt] n.[生态]栖息地，产地 n.(Habitat)人名；(德)哈比塔特

288 habitats 1 ['hæbɪtæts] 生境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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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hang 1 ['hæŋ] vt.悬挂，垂下；装饰；绞死；使悬而未决 vi.悬着，垂下；被绞死；悬而不决 n.悬挂；暂停，中止 n.(Hang)人名；
(罗)汉格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康；(老)汉；(柬)韩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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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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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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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hearings 1 n.听力( hearing的名词复数 ); 听觉; 听力所及的距离; 听证会

295 heck 1 [hek] int.真见鬼（hell的委婉说法） n.饲草架 n.(Heck)人名；(德)黑克；(葡、西、法)埃克；(英)赫克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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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herself 1 [hə:'self] pron.她自己（she的反身代词）；她亲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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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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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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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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300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
301 holler 1 ['hɔlə] vi.发牢骚；叫喊；抱怨 vt.大声叫喊 n.叫喊 n.(Holler)人名；(法)奥莱；(英、德、匈、捷、瑞典)霍勒

302 ho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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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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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howl 1 [haul] vi.咆哮；怒吼；狂吠 vt.狂喊着说；对…吼叫 n.嗥叫；怒号；嚎哭

305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306 humor 1 ['hju:mə] n.幽默，诙谐；心情 vt.迎合，迁就；顺应

307 humpback 1 ['hʌmpbæk] n.驼背；座头鲸

308 Hussein 1 n.侯赛因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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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immigration 1 [,imi'greiʃən] n.外来移民；移居

311 inaugural 1 [i'nɔ:gjurəl] adj.开始的；开幕的；就任的，就职的 n.就职演讲；开幕辞

312 inauguration 1 [i,nɔ:gju'reiʃən] n.就职典礼；开始，开创；开幕式

313 inaugurations 1 n.就职( inauguration的名词复数 ); 就职典礼; 开始; 开创

314 incoming 1 adj.进来的，到来的；即将就任的 n.进入；到来；常作incomings收入，收益

315 influence 1 ['influəns] n.影响；势力；感化；有影响的人或事 vt.影响；改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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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inspired 1 [in'spaiəd] adj.有灵感的；官方授意的 v.激发（inspire的过去分词）；鼓舞

318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319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320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321 Jefferson 1 ['dʒefəsn] n.杰弗逊（姓氏）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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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
324 Johnson 1 ['dʒɔnsən] n.约翰逊（姓氏）

325 just 1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326 justices 1 [d'ʒʌstɪsɪz] 公平

327 Kennedy 1 ['kenidi] n.肯尼迪（姓氏，美国第35任总统）

328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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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last 1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持，够用；持久 vt.度过，拖过；使维持 adv.最后地；上次，最近；最后一点 n.(La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罗、瑞典)拉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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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laughter 1 ['lɑ:ftə, 'læf-] n.笑；笑声

333 lawmakers 1 n.立法者(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)

334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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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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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7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338 li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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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340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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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located 1 英 [ləʊ'keɪtɪd] 美 ['loʊkeɪtɪd] adj. 处于；位于

343 look 1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(英)卢克

344 lots 1 [lɔts] n.大量，许多；一堆；命运（lot的复数） adv.很，非常 v.抽签；分组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（lot的三单形式）

345 loud 1 [laud] adj.大声的，高声的；不断的；喧吵的 adv.大声地，高声地，响亮地 n.(Loud)人名；(英)劳德

346 lo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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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lyndon 1 n.林登（男子名）

348 Maldivian 1 [mæl'diviən] adj.马尔代夫的；马尔代夫人的 n.马尔代夫人；马尔代夫语

349 mall 1 [mɔ:l] n.购物商场；林荫路；铁圈球场 n.(Mall)人名；(英)玛尔(女子教名Mary的昵称)；(阿拉伯)迈勒；(尼)马尔

350 manager 1 ['mænidʒə] n.经理；管理人员

351 mask 1 [mɑ:sk, mæsk] n.面具；口罩；掩饰 vi.掩饰；戴面具；化装 vt.掩饰；戴面具；使模糊

352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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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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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meat 1 [mi:t] n.肉，肉类（食用）

356 medicine 1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357 meetings 1 ['miː tɪŋz] n. 会议 名词meeting的复数形式.

358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359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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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Mississippi 1 [ˌmisi̍ sipi] n.密西西比河（美国河流，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）；密西西比州（美国州名）

362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363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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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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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numb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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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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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obviously 1 ['ɔbviəsli] adv.明显地 显然地

369 ocean 1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370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371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372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3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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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375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76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377 parade 1 [pə'reid] n.游行；阅兵；炫耀；行进；阅兵场 vt.游行；炫耀；列队行进 vi.游行；炫耀；列队行进 n.(Parade)人名；
(法、德)帕拉德
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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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perfectly 1 ['pə:fiktli] adv.完美地；完全地；无瑕疵地

380 photos 1 英 ['fəʊtəʊ] 美 ['foʊtoʊ] n. 照片 v. 拍照

381 pitched 1 [pitʃt] adj.斜的；人字形的 v.使倾斜；扎营；投掷（pitch的过去分词）

382 plankton 1 ['plæŋktən] n.浮游生物（总称）

383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384 plates 1 [pleɪts] n. 盘子；板材 名词plat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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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387 pounds 1 [paʊnd] n. 磅；英镑 n. （汽车）扣押所；宠物收留所 vt. 捣碎；敲打；连续猛击 vi. 咚咚地走；怦怦地响

388 priority 1 [prai'ɔrəti] n.优先；优先权；[数]优先次序；优先考虑的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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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9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390 proposal 1 [prəu'pəuzəl] n.提议，建议；求婚

391 protected 1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
392 protest 1 [prəu'test, 'prəu-] vi.抗议；断言 vt.抗议；断言 n.抗议 adj.表示抗议的；抗议性的
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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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pumpkin 1 ['pʌmpkin, 'pʌŋ-] n.南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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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397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398 record 1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399 release 1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400 remain 1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
401 reportedly 1 [ri'pɔ:tidli] adv.据报道；据传闻

402 reproductive 1 [,ri:prə'dʌktiv] adj.生殖的；再生的；复制的

403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404 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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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Roosevelt 1 ['rəuzəvelt] n.罗斯福（姓氏，美国第26任总统）

4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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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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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schedule 1 ['ʃədju:əl, -dʒu:əl, 'skedʒu:əl, -dʒuəl] vt.安排，计划；编制目录；将……列入计划表 n.时间表；计划表；一览表

410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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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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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shark 1 [ʃɑ:k] n.鲨鱼；骗子 vi.诈骗 vt.敲诈

414 shriek 1 [ʃri:k] vi.尖叫；促人注意 vt.尖声发出 n.尖声；尖锐的响声

415 sightings 1 n.照准，观察，视线( sighting的名词复数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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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span 1 [/spæn/] n.跨度，跨距；范围 vt.跨越；持续；以手指测量 n.(Span)人名；(捷)斯潘

418 species 1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419 spent 1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
420 stereo 1 ['steri,əu, 'stiə-, 'sti:-] n.立体声；立体声系统；铅版；立体照片 adj.立体的；立体声的；立体感觉的

421 stricken 1 ['strikən] adj.患病的；受挫折的；受…侵袭的；遭殃的

422 struck 1 adj.受罢工影响的 v.罢工，打击，撞击（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truck)人名；(英)斯特拉克；(瑞典)斯特鲁克；
(德)施特鲁克

423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424 stuff 1 [stʌf] n.东西；材料；填充物；素材资料 vt.塞满；填塞；让吃饱 vi.吃得过多

425 successor 1 [sək'sesə] n.继承者；后续的事物

426 supporters 1 [sə'pɔː 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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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surrounding 1 [sə'raundiŋ] adj.周围的，附近的 n.环境，周围的事物

429 survive 1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
430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431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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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3 teacher 1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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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4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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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6 TENS 1 十位

437 terrified 1 ['terifaid] adj.感到恐惧的；受惊吓的 v.使恐惧；恐吓（terrify的过去分词）

4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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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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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0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4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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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time 1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443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444 tomorrow 1 [tə'mɔrəu, -'mɔ:-] n.明天；未来 adv.明天；未来地（等于to-morrow）

445 too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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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6 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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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8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449 Truman 1 ['tru:mən] n.杜鲁门（男子名）

450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451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452 turtles 1 英 ['tɜ tːl] 美 ['tɜ rːtl] n. 高翻领；【动】龟，海龟 v. 倾覆，翻身；捕龟

453 TV 1 ['ti:'vi:] abbr.电视（television）

454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455 ultimate 1 ['ʌltimət] adj.最终的；极限的；根本的 n.终极；根本；基本原则

456 ultrasound 1 ['ʌltrəsaund] n.超声；超音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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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8 unhappy 1 [,ʌn'hæpi] adj.不快乐的；不幸福的；不适当的

4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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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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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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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2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463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4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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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5 vi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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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6 victims 1 ['vɪktɪmz] n. 受害者 名词victim的复数形式.

467 videotape 1 ['vidiəuteip] n.录像带 vt.将…录到录像带上

468 vigil 1 ['vidʒil] n.守夜；监视；不眠；警戒 n.(Vigil)人名；(西)比希尔

469 vocal 1 adj.歌唱的；声音的，有声的 adj.直言不讳的 n.声乐作品；元音 n.Vocal)人名；(西)博卡尔

4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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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71 walker 1 ['wɔ:kə] n.步行者；散步者；参加竞走者 n.(Walker)人名；(德、西、芬、瑞典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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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3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474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475 weather 1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476 web 1 [web] n.网；卷筒纸；蹼；织物；圈套 vt.用网缠住；使中圈套 vi.形成网

477 weigh 1 [wei] vt.权衡；考虑；称…重量 vi.重量为…；具有重要性；成为…的重荷；起锚 n.权衡；称重量

478 whales 1 n.鲸鱼（whale的复数） v.捕鲸（wha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479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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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0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481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482 widow 1 ['widəu] vt.使成寡妇 n.寡妇；孀妇

483 wild 1 [waild] adj.野生的；野蛮的；狂热的；荒凉的 n.荒野 adv.疯狂地；胡乱地 n.(Wild)人名；(英)怀尔德；(法、德、葡、捷、
匈)维尔德

484 William 1 ['wiljəm] n.威廉（男子名）；钞票，纸币

4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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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6 wing 1 n.翼；翅膀；飞翔；派别；侧厅，耳房，厢房 vt.使飞；飞过；空运；增加…速度；装以翼 vi.飞行 n.(Wing)人名；(英、
印尼)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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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8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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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yelling 1 [jel] v. 大叫 n. 大喊

491 yelp 1 ['jelp] vi.叫喊；狗吠 vt.（因痛而）叫喊，叫喊着说 n.尖叫，大叫；吠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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