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1-22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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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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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bo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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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cusers 1 举报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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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cross 4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7 ac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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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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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frica 2 ['æfrikə] n.非洲

11 African 1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12 agriculture 1 n.农业；农耕；农业生产；农艺，农学

13 ahe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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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ir 2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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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ll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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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mazing 1 [ə'meiziŋ] adj.令人惊异的 v.使吃惊（amaze的ing形式）

18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9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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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nd 5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2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23 animals 2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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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nthony 1 ['æntəni] n.安东尼（人名）

26 antique 1 [æn'ti:k] adj.古老的，年代久远的；过时的，古董的；古风的，古式的 n.古董，古玩；古风，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风格
vi.觅购古玩

27 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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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nywhere 1 ['enihwεə] adv.在任何地方；无论何处 n.任何地方

29 Apollo 1 [ə'pɔləu] n.阿波罗（太阳神）；美男子

30 applies 1 [ə'plaɪ] vt. 应用；涂；使专心从事 vi. 申请；有关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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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re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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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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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round 3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35 a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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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assignments 1 [ə'saɪnmənts] n. 分配 名词assignment的复数形式.

37 astronauts 1 ['æstrənɔː ts] n.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.

38 at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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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 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
40 August 1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41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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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色

42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43 awesome 2 [英['ɔː s(ə)m] 美['ɔsəm]] adj.令人敬畏的；使人畏惧的；可怕的；极好的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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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ands 4 ['bændz] n. (牧师或博士服的)领饰 名词band的复数形式.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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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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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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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bel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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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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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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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
54 biden 3 n. 拜登(姓氏)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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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57 bling 1 [b'lɪŋ] n. 亮闪闪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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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boot 1 [bu:t] vt.引导；踢；解雇；使穿靴 n.靴子；踢；汽车行李箱 n.(Boot)人名；(英)布特；(德)博特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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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broken 1 ['brəukən] adj.破碎的；坏掉的 v.折断；打碎；损坏（break的过去分词）

62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63 buffalo 2 n.[畜牧][脊椎]水牛；[脊椎]野牛（产于北美）；水陆两用坦克 n.(Buffalo)人名；(英)布法罗 vt.威胁;欺骗;迷惑

64 buggies 1 ['bʌgɪz] n. 四轮马车；婴儿手推车；运货车 名词buggy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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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busiest 1 adj.最忙的（busy的最高级形式）

67 bus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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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b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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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buy 1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70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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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cabinet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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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c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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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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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can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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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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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captivated 1 ['kæptɪveɪt] vt. 迷住；迷惑

77 Carl 6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78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79 Chad 1 [tʃæd] n.乍得（非洲国名）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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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channel 1 vt.引导，开导；形成河道 n.通道；频道；沟渠；海峡

82 char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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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84 chris 2 [kris] n.克里斯（男子名）；克莉丝（女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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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86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87 class 3 n.阶级；班级；种类；班；等级 vt.分类；把…分等级；把…归入某等级，把…看作（或分类、归类）；把…编入某一班
级 adj.极好的；很好的，优秀的，出色的 vi.属于…类（或等级），被列为某类（或某级） n.（英、德）克拉斯（人名）

88 Cleveland 1 ['kli:vlənd] n.克利夫兰（美国城市）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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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91 clouds 1 [k'laʊdz] n. 云；烟云 名词cloud的复数形式.

92 cnn 10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93 cold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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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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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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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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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companies 2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98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99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100 concerning 2 [kən'sə:niŋ] prep.关于；就…而言 v.涉及；使关心（concern的ing形式）；忧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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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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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confirming 1 英 [kən'fɜːm] 美 [kən'fɜ rːm] v. 证实；批准；确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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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considering 1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
106 constitution 1 n.宪法；体制；章程；构造；建立，组成；体格

107 continental 1 [,kɔnti'nentəl] adj.大陆的；大陆性的 n.欧洲人

108 contributor 4 [kən'tribjutə] n.贡献者；投稿者；捐助者

109 convict 1 [kən'vikt] vt.证明…有罪；宣告…有罪 n.罪犯

110 cooking 1 n.烹饪 adj.烹调的 v.烹调；筹划（cook的ing形式）

111 coolest 1 ['ku lːɪst] adj. 棒的；最酷的 形容词cool的最高级.

112 cools 1 [ku lː] adj. 凉爽的；凉的；冷静的；冷漠的 vt. (使)变凉；(使)冷却；(使)冷静 vi. 变凉；冷静下来 n. 凉爽；冷静；凉快
adv. 冷静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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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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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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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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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counsel 1 ['kaunsəl] n.法律顾问；忠告；商议；讨论；决策 vt.建议；劝告 vi.商讨；提出忠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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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countr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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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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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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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dawn 1 [dɔ:n] n.黎明；开端 vt.破晓；出现；被领悟 n.(Dawn)人名；(西)道恩

124 d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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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daydreaming 1 ['deɪdriː mɪŋ] n. 白日梦 动词daydream的现在分词.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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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debated 1 [dɪ'beɪt] n. 辩论；讨论 vt. 争论；思考 vi. 辩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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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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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decimating 1 ['desɪmeɪt] v. 毁掉大部分；大量杀死；使骤减

131 defense 1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
132 democrat 1 ['deməkræt] n.民主党人；民主主义者；民主政体论者

133 democrats 1 ['deməkræts] n.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.

134 departments 1 [dɪ'pɑ tːmənts] 政府部门

135 describes 2 [dɪ'skraɪb] vt. 描述；说成；形容；画(尤指几何图形)

136 destinations 1 [destɪ'neɪʃnz] 景区

137 determines 1 英 [dɪ'tɜːmɪn] 美 [dɪ'tɜ rːmɪn] v. 决定；决心；确定；测定

138 develop 2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139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40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141 digit 1 ['didʒit] n.数字；手指或足趾；一指宽

142 direction 1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
143 do 2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（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）；（代替动词）；（用于加强语气） vi.行，足够；生长 n.（英）多（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
称） n.（口语）事件；（主英国口语）诈骗；（主英国、新西兰口语）宴会；（口语）必须做到的事情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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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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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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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7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148 dow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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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dreary 1 ['driəri] adj.沉闷的，枯燥的

150 drove 1 n.畜群；牛群、羊群等；移动的人群或大批的东西 (Drove)人名；德罗韦 v.驾驶（drive的过去式）；赶(牲畜)；(牲畜贩
子)买卖(牲畜)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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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dust 1 [dʌst] n.灰尘；尘埃；尘土 vt.撒；拂去灰尘 vi.拂去灰尘；化为粉末 n.(Dust)人名；(德、俄)杜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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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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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156 earthly 1 ['ə:θli] adj.地球的；尘世的；可能的

157 economic 2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158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159 effect 8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160 either 2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161 elephants 1 ['elifənts] n.大象（elephant的复数）

162 enclosed 1 [in'kləuzd] adj.被附上的；与世隔绝的 v.附上（enclo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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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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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enforce 1 [in'fɔ:s] vt.实施，执行；强迫，强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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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equal 1 ['i:kwəl] adj.平等的；相等的；胜任的 vt.等于；比得上 n.对手；匹敌；同辈；相等的事物

168 equator 1 [i'kweitə] n.赤道

169 Erie 1 n.伊利湖（北美五大湖之一）；伊利（美国港市）；伊利人

170 escobedo 1 埃斯科韦多

171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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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establish 1 [i'stæbliʃ] vt.建立；创办；安置 vi.植物定植

173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74 evaporated 1 [i'væpəreitid] adj.浓缩的；脱水的；蒸发干燥的 v.蒸发；消失（evaporate的过去式）；失去水分

175 every 2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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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exact 1 adj.准确的，精密的；精确的 vt.要求；强求；急需 vi.勒索钱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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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except 1 [ik'sept] vt.不计；把…除外 vi.反对 prep.除…之外 conj.除了；要不是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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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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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expecting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183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184 extend 1 [ik'stend] vt.延伸；扩大；推广；伸出；给予；使竭尽全力；对…估价 vi.延伸；扩大；伸展；使疏开

185 fall 1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186 Falls 1 [fɔ:ls] n.[水文]瀑布；陨石 v.下降（fall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Falls)人名；(英)福尔斯

187 fan 1 [fæn] vt.煽动；刺激；吹拂 vi.成扇形散开；飘动 n.迷；风扇；爱好者 n.(Fan)人名；(法、俄)法恩；(柬)方

188 fa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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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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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fetch 1 [fetʃ] vt.取来；接来；到达；吸引 vi.拿；取物；卖得 n.取得；诡计

192 few 2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193 fidget 1 ['fidʒit] vi.烦躁；坐立不安；玩弄 n.烦躁；坐立不安；烦躁不安的人 vt.使不安；使烦乱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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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finger 1 ['fiŋgə] n.手指；指针，指状物 vt.伸出；用手指拨弄 vi.用指触摸；拨弄 n.(Fing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芬格；(俄)芬格尔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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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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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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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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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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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formally 1 ['fɔ:məli] adv.正式地；形式上

202 form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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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forms 1 ['fɔː 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
204 forward 1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
205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206 freely 1 ['fri:li] adv.自由地；免费地；大量地；慷慨地；直率地

207 freezing 3 ['fri:ziŋ] adj.冰冻的；严寒的；冷冻用的

208 Fridays 1 ['fraidiz] adv.于星期五 n.星期五（Friday的复数）

209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10 frozen 1 ['frəuzn] adj.冻结的；冷酷的 v.结冰（freeze的过去分词）；凝固；变得刻板

211 fuel 1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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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gazelles 1 n. 羚羊属

214 generations 1 [dʒenə'reɪʃnz] n. 世代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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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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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218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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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0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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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grass 1 [grɑ:s, græs] n.草；草地，草坪 vt.放牧；使……长满草；使……吃草 vi.长草 n.(Grass)人名；(法、德、俄、瑞典、英)格拉
斯

223 great 3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224 green 1 [gri:n] adj.绿色的；青春的 n.绿色；青春 vt.使…变绿色 vi.变绿色 n.(Green)人名；(英、意)格林；(瑞典、芬)格伦

225 greener 1 英 ['griː nə] 美 ['grɪnə] n. 生手， 没经验的人 形容词green的比较级

226 grew 1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
227 had 1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
228 hands 1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
229 Harris 1 ['hæris] n.哈里斯（英国苏格兰一地区）；哈里斯（姓氏）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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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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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Hawaii 1 [hə'waii:] n.夏威夷岛；夏威夷（美国州名）

233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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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heads 1 [hedz] adj.正面朝上的 n.(Heads)人名；(英)黑兹

235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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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herds 1 英 [hɜːd] 美 [hɜ rːd] n. 兽群；牧人；群 vt. 放牧；群集；使 ... 成群，把…赶到一起 vi. 聚在一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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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hey 1 [hei] int.喂！（引起注意等）；你好！（表示问候） n.干草（等于hay） n.(Hey)人名；(法)埃；(柬)海；(德、英)海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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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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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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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h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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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244 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
245 hou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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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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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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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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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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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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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52 impeach 1 [im'pi:tʃ] vt.弹劾；归咎；怀疑 n.控告，检举；弹劾；怀疑

253 impeachment 1 [im'pi:tʃmənt] n.弹劾；控告；怀疑；指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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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impossible 1 [im'pɔsəbl] adj.不可能的；不可能存在的；难以忍受的；不真实的 n.不可能；不可能的事

256 in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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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7 inaudible 3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
258 inches 4 [ɪntʃ] n. 英寸；少量 v. 慢慢移动 （复）inches: 身高.

259 incitement 1 [in'saitmənt] n.煽动，刺激；激励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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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261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62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263 inland 1 ['inlənd, -lænd] n.内地；内陆 adj.内陆的；内地的；国内的 adv.在内地；向内地；向内陆；在内陆

264 inspect 1 [in'spekt] vt.检查；视察；检阅 vi.进行检查；进行视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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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intelligence 1 n.智力；情报工作；情报机关；理解力；才智，智慧；天分

267 intended 1 [in'tendid] adj.故意的，有意的；打算中的 n.已订婚者 v.打算；准备（intend的过去分词）

268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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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is 1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70 it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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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its 5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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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January 2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274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275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276 ju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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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kamala 1 [kə'mɑ:lə, 'kʌmələ] n.粗糠柴；卡马拉；吕宋楸荚粉 n.(Kamala)人名；(印、毛里塔)卡玛拉(女名)，卡马拉

278 Kenya 5 ['kenjə; 'ki:njə] n.肯尼亚（东非国家）

279 ki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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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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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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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labor 1 ['leibə] n.劳动；工作；劳工；分娩 vi.劳动；努力；苦干 vt.详细分析；使厌烦 n.(Labor)人名；(德、塞、法)拉博尔；(英)
拉博

283 lake 10 [leik] n.湖；深红色颜料；胭脂红 vt.（使）血球溶解 vi.（使）血球溶解 n.(Lake)人名；(德、塞、瑞典)拉克；(英)莱克

284 Lakes 3 [leiks] n.[地理]湖泊，湖畔；[涂料]色淀 n.(Lakes)人名；(德)拉克斯

285 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286 landing 3 ['lændiŋ] n.登陆；码头；楼梯平台 v.登陆（land的ing形式） n.(Landing)人名；(冈、瑞典、塞内)兰丁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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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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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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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292 law 5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293 laws 2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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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95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
296 legally 1 ['li:gəli] adv.合法地；法律上

297 leopards 1 n.豹( leopard的名词复数 ); 本性难移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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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300 lightening 1 v.减轻（lighten的ing形式）；发光 n.孕腹轻松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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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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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linger 1 ['liŋgə] vi.徘徊；苟延残喘；磨蹭 vt.消磨；缓慢度过 n.(Linger)人名；(德、捷、瑞典)林格；(法)兰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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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lions 1 [[ˈlaiənz] n.狮子（lion的复数）；雄狮；腰角 n.(Lions)人名；(法)利翁

305 li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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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long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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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7 longest 1 ['lɔŋgist, 'lɔ:ŋ-] adj.最长的 n.(Longest)人名；(英)朗格斯特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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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(英)卢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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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lost 4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311 lot 3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312 machine 2 [mə'ʃi:n] n.机械，机器；机构；机械般工作的人 vt.用机器制造 n.(Machine)人名；(意)马基内

313 Machu 1 n.(Machu)人名；(法)马许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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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majestic 1 [mə'dʒestik] adj.庄严的；宏伟的

316 majo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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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ma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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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mammals 1 ['mæml] n. 哺乳动物 名词mammal的复数形式.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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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20 mara 2 [mə'rɑ:] n.玛拉（女子名）

321 Masai 2 ['mɑ:sai] n.马塞族人；马塞族语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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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Maui 1 ['maui] n.毛伊岛（在太平洋中北部，夏威夷群岛中的第二大岛）

324 mauldin 2 n.(Mauldin)人名；(英)莫尔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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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maybe 2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327 meanwhile 1 ['mi:nwail] adv.同时，其间 n.其间，其时

328 measured 1 ['meʒəd] adj.量过的；慎重的；基于标准的；有规则的 v.测量，判断（measure的过去分词）

329 meteorologist 1 [,mi:tiə'rɔlədʒist] n.气象学者

330 meyers 1 n. 迈耶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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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midst 1 [midst] n.当中，中间 prep.在…中间（等于amidst）

333 migration 1 [mai'greiʃən] n.迁移；移民；移动

334 migrations 1 n.迁移，移居( migration的名词复数 )

335 Miles 5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336 milli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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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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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missing 1 ['misiŋ] adj.失踪的；缺少的 v.错过（miss的ing形式）；想念；漏掉 n.(Missing)人名；(德)米辛

339 mission 1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
340 missions 2 ['mɪʃn] n. 使命；代表团；任务；布道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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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2 monitor 1 n.监视器；监听器；监控器；显示屏；班长 vt.监控

343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344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45 moon 8 [mu:n] n.月亮；月球；月光；卫星 vi.闲荡；出神 vt.虚度 n.(Moon)人名；(瑞典)莫恩；(柬)蒙；(英)穆恩；(缅)孟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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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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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 mo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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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mountain 1 [ˈmauntin，ˈmaʊntən] n.山；山脉 n.(Mountain)人名；(英)芒廷

349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350 muc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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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m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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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nam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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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narrow 2 ['nærəu] adj.狭窄的，有限的；勉强的；精密的；度量小的 n.海峡；狭窄部分，隘路 vt.使变狭窄 vi.变窄

354 nasa 2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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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natural 2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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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359 never 3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60 new 7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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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nominees 2 [nɒmɪ'niː z] 被提名者

363 none 1 [nʌn] pron.没有人；一个也没有；没有任何东西 adj.没有的，一点没有的 adv.决不，一点也不 n.(None)人名；(葡、罗)诺
内；(日)野根(姓)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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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north 2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366 northeastern 1 [,nɔ:θ'i:stən] adj.在东北的；东北方的；来自东北的

367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368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69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370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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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observe 1 vt.庆祝 vt.观察；遵守；说；注意到；评论 vi.观察；说；注意到；评论

373 occur 2 [ə'kə:] vi.发生；出现；存在

374 occurs 1 [ə'kɜːz] 动词occur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375 of 4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76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377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378 Ohio 2 [əu'haiəu] n.俄亥俄州（美国一个州）

379 On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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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on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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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ones 2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382 only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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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384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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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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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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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88 over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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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owners 1 ['əʊnəz] 业主

390 packages 1 ['pækɪdʒ] n. 包裹；整批交易 vt. 把 ... 打包；把 ... 进行推销

391 pandemic 3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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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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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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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pastures 1 英 ['pɑːstʃə(r)] 美 ['pæstʃər] n. 牧场；草原 vi. 吃草 vt. 放牧

395 pawn 1 [pɔ:n] n.典当；抵押物；兵，卒；人质 vt.当掉；以……担保

3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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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peaks 1 [piː ks] n. 峰巅；山尖；最高点 名词peak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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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400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401 person 1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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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phenomenon 1 [fi'nɔminən, fə-] n.现象；奇迹；杰出的人才

404 picchu 1 比丘

405 pick 1 [pik] vi.挑选；采摘；挖 vt.拾取；精选；采摘；掘 n.选择；鹤嘴锄；挖；掩护 n.(Pi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捷、匈、瑞
典)皮克

406 pinky 1 adj.带淡红色的；比较激进的 n.小指(=pinkie)

407 plac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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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places 3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409 planet 1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
410 planets 1 [p'lænɪts] 行星

411 planted 1 [plaː ntɪd] adj. 种植的 动词plant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.

412 plate 1 [pleit] n.碟；金属板；金属牌；感光底片 vt.电镀；给…装甲 n.(Plate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西、意、瑞典)普拉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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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415 precipitation 1 n.[化学]沉淀，[化学]沉淀物；降水；冰雹；坠落；鲁莽

416 preserv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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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president 9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418 presidential 1 [,prezi'denʃəl] adj.总统的；首长的；统辖的

419 pretty 1 adj.漂亮的；可爱的；优美的 adv.相当地；颇 n.有吸引力的事物（尤指饰品）；漂亮的人 n.Pretty，普雷蒂（人名）

420 prints 1 [p'rɪnts] n. 印记；印刷品；印花 名词pri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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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produces 1 英 [prə'djuːs] 美 [prə'duːs] v. 生产；引起；提出；制片；分娩 n. 产品；农产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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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proposal 3 [prəu'pəuzəl] n.提议，建议；求婚

425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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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7 pursuit 1 [pə'sju:t] n.追赶，追求；职业，工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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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9 quickly 2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430 rainy 1 ['reini] adj.下雨的；多雨的 n.(Rainy)人名；(英)雷尼

4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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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2 rare 1 adj.稀有的；稀薄的；半熟的 adj.杰出的；极度的；非常好的 adv.非常；极其 vi.用后腿站起；渴望

433 re 5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434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435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436 reinforced 1 adj.加固的；加强的；加筋的 v.加强；增援（reinforce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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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7 rejecting 1 ['riː dʒekt] vt. 拒绝；排斥；驳回；丢弃 n. 不合格产品；被拒之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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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9 representatives 1 [reprɪ'zentətɪvz] n. 众议院议员；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.

440 republicans 1 n.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.

441 require 2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442 reserve 1 n.储备，储存；自然保护区；预备队；缄默；[金融]储备金 vt.储备；保留；预约 vi.预订 n.(Reserve)人名；(法)勒塞尔
夫

443 responsibility 1 [ri.spɔnsə'biliti] n.责任，职责；义务

444 retired 1 [ri'taiəd] adj.退休的；退役的；幽闭的 v.退休（retire的过去分词）

445 return 4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446 returning 1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
447 reuniting 1 [ˌriː ju 'ːnaɪt] v. 再结合；再统一；重聚

448 rhinos 1 英 ['raɪnəʊ] 美 ['raɪnoʊ] n. (非正式）犀牛 n. <俚> 钱； 现金

449 Richard 1 ['ritʃəd] n.理查德（男子名）

450 r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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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rightful 1 ['raitful] adj.合法的；正当的；公正的；正直的

452 ring 4 [riŋ] vi.按铃；敲钟；回响；成环形 n.戒指；铃声，钟声；拳击场；环形物 vt.按铃；包围；敲钟；套住 n.(Ring)人名；
(英、西、德、匈、瑞典、芬)林

453 ringer 1 ['riŋə] n.套环，投环；按铃者；敲钟者 n.(Ring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瑞典)林格

454 rings 3 [rɪŋz] n. 吊环 名词ring的复数形式.

4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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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6 rises 1 [raɪz] vi. 上升；升起；增加；起床；反抗；复活 n. 上升；增加；斜坡；小山

457 roaming 1 英 ['rəʊmɪŋ] 美 ['roʊmɪŋ] n. 漫游的 动词roam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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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9 safari 2 n.旅行；狩猎远征；旅行队 n.（Safari）Safari浏览器 n.（Safari）人名；(伊朗、阿富)萨法里

460 sa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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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1 satellite 1 ['sætəlait] n.卫星；人造卫星；随从；卫星国家

462 s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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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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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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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6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467 season 1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4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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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9 secretaries 1 英 ['sekrətri] 美 ['sekrəteri] n. 部长；秘书；书记；大臣；写字台

470 se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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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1 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472 sees 3 abbr.扩展企业应用套件（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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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4 senators 1 n.参议员( senator的名词复数 )

475 serengeti 1 [,serən'geti] n.塞伦盖蒂平原（位于坦桑尼亚西北部）

476 several 3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477 shops 1 英 [ʃɒp] 美 [ʃɑːp] n. 商店；车间 v. 逛商店；购物；买东西

478 signed 1 [saind] adj.有符号的；已签字的；有正负之分的 v.署名；写下；预示；示意（sign的过去分词）

479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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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0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481 sites 5 [saɪt] n. 地点；位置；现场 vt. 使 ... 位于

482 sits 1 [sɪt] v. 坐；栖息；使就座 n. 坐；栖息

483 skiing 1 ['ski:iŋ] n.滑雪运动；滑雪术 v.滑雪（ski的ing形式）

484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485 sm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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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6 snow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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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snowiest 1 英 ['snəʊi] 美 ['snoʊi] adj. 多雪的；被雪所覆盖著的；下雪的

488 so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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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9 some 5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
>稍微

490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491 something 1 ['sʌmθiŋ] pron.某事；某物 n.重要的人；值得重视的事 adv.非常；有点；大约 adj.大约；有点象

492 spaces 1 n. 空格；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.

493 speaking 1 ['spi:kiŋ] adj.演讲的；富于表情的，雄辩的 n.说话；演讲 v.讲（speak的ing形式）

494 spends 1 [s'pendz] n. 开支，花费（spend的复数形式） v. 花费（动词spen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495 spill 1 [spil] vt.使溢出，使流出；使摔下 vi.溢出，流出；摔下；涌流 n.溢出，溅出；溢出量；摔下；小塞子 n.(Spill)人名；(德)
施皮尔

496 split 1 [split] vt.分离；使分离；劈开；离开；分解 vi.离开；被劈开；断绝关系 n.劈开；裂缝 adj.劈开的

497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498 staff 1 [stɑ:f, stæf] n.职员；参谋；棒；支撑 adj.职员的；行政工作的 vt.供给人员；给…配备职员 vi.雇用工作人员 n.(Staff)人名；
(德、匈)施塔夫；(瑞典、英)斯塔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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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0 statements 2 [s'teɪtmənts] n. 报表；陈述；声明（名词statement的复数形式）

501 step 2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502 sterling 1 ['stə:liŋ] adj.纯正的；英币的；纯银制的 n.英国货币；标准纯银 n.(Sterling)人名；(德)施特林；(英、西、瑞典)斯特林

503 st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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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4 stimulus 3 ['stimjuləs] n.刺激；激励；刺激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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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6 stores 1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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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8 story 2 ['stɔ:ri] n.故事；小说；新闻报道；来历；假话 vt.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.说谎 n.(Story)人名；(英)斯托里

509 stretching 1 ['stretʃɪŋ] n. 拉伸 动词stretch的现在分词形式.

510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511 stunning 1 ['stʌniŋ] adj.极好的；使人晕倒的；震耳欲聋的 v.把…打昏；使震耳欲聋；使大吃一惊（stun的ing形式）

512 subscribing 1 [səb'skraɪb] vt. 订阅；签名；支持；捐赠；同意

513 sunshine 1 ['sʌnʃain] n.阳光；愉快；晴天；快活 n.(Sunshine)人名；(英)森夏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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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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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6 SUVs 1 n.Suva, Fiji 斐济( SUV的名词复数 ); Suva, Fiji Islands (Nandi Airport) 斐济; Sons of Union Veterans 老老之子; Saybolt
universal visscosity 赛氏通用粘度

517 Syracuse 1 ['sairəkju:z; 'si-; -kju:s] n.锡拉库扎（意大利西西里岛东部一港市）

5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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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9 tasks 1 英 [tɑːsk] 美 [tæsk] n. 任务；工作 vt. 交给某人（任务)；使做艰苦的工作

520 teacher 2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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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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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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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伯)塔勒

523 tells 1 [tel] v. 告诉；吩咐；讲述；表达；辨别；判断；泄露；告发；产生效果

524 temperatures 1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525 tend 1 [tend] vi.趋向，倾向；照料，照顾 vt.照料，照管

526 than 1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527 that 16 [ðæt, 弱ðət, ðt] pron.那；那个 adv.那么；那样 conj.因为；以至于 adj.那；那个 n.(That)人名；(德)塔特

528 the 10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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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0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531 there 1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32 these 6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33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34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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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6 this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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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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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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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9 three 3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540 tie 1 [tai] vt.系；约束；打结；与…成平局 vi.打结；不分胜负；被用带（或绳子等）系住 n.领带；平局；鞋带；领结；不分胜负
n.(Tie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治；(英)泰伊；(柬)狄

541 time 2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542 timing 1 ['taimiŋ] n.定时；调速；时间选择 v.为…安排时间；测定…的时间（time的ing形式）

543 to 40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
(普通话·威妥玛)

544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545 tougher 1 [tʌfə] adj. 更困难的 形容词tough的比较级.

546 tourism 1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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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8 town 2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549 track 1 [træk] n.轨道；足迹，踪迹；小道 vt.追踪；通过；循路而行；用纤拉 vi.追踪；走；留下足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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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1 travel 2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552 tri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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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3 trillion 2 ['triljən] n.[数]万亿 adj.万亿的 num.[数]万亿

554 trip 1 [trip] vi.绊倒；远足；犯错误；轻快地走 n.旅行；绊倒；差错 vt.绊倒；使犯错 n.(Trip)人名；(荷)特里普

555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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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7 tube 1 [tju:b, tu:b] n.管；电子管；隧道；电视机 vt.使成管状；把…装管；用管输送 vi.乘地铁；不及格

558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59 tyler 3 ['tailə] n.泰勒（男子名）；秘密会所看守人（共济会的）

560 typically 1 ['tipikəli] adv.代表性地；作为特色地

561 unfrozen 1 v.解冻（unfreeze的过去分词） adj.不冻的

562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563 unlimited 1 [,ʌn'limitid] adj.无限制的；无限量的；无条件的

564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5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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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6 upcoming 1 ['ʌp,kʌmiŋ] adj.即将来临的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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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8 us 3 pron.我们

5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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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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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1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572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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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4 vide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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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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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6 virtual 1 adj.[计]虚拟的；实质上的，事实上的（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）

577 visit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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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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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9 visits 1 ['vɪzɪt] v. 拜访；参观；闲谈 n. 拜访；参观；聊天

580 voted 1 英 [vəʊt] 美 [voʊt] n. 选举权；投票；选举；投票结果 v. 表决；选举；投票

5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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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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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3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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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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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6 wate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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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7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588 w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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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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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0 w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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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1 weath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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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2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593 weekend 1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
594 welcome 2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
5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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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6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597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598 w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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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9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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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0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601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602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6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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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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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5 whiteout 1 ['hwaitaut] n.临时性失明（因暴露于恶劣环境而引起的）；乳白天空（极地的一种大气光象）

606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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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8 wildebeest 2 n.羚羊的一种；牛羚（又名角马）（产于非洲）

609 wilderness 1 ['wildənis] n.荒地；大量，茫茫一片

610 wildlife 1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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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1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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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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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3 windstorm 1 ['windstɔ:m] n.暴风

6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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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5 with 1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616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617 wonder 1 [ˈwʌndə(r)] n.惊奇；奇迹；惊愕 vi.怀疑；想知道；惊讶 vt.怀疑；惊奇；对…感到惊讶 adj.奇妙的；非凡的 n.Wonder，
旺德（人名）

6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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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19 work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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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0 world 5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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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2 wrapped 1 [ræpt] adj.有包装的 v.包裹；覆盖（wrap的过去分词）

623 year 5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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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5 York 3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626 you 10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627 zebras 1 ['zɪbrəz] n. 斑马；斑马纹 名词zebra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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