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1-26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 ab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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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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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cordance 1 [ə'kɔ:dəns] n.一致；和谐

5 according 1 adj.相符的；一致的；相应的；和谐的；调和的 adv.依照；根据；按照 v.给予(accord的现在分词)；使和谐一致；使
符合；使适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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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cre 1 ['eikə] n.土地，地产；英亩

8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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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 advances 1 [əd'vaː nsɪz] n. 接近；主动姿态（名词advance的复数形式） v. 前进，进展（动词advan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1 advice 1 [əd'vais] n.建议；忠告；劝告；通知

12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13 afterward 1 ['ɑ:ftəwəd, 'æf-] adv.以后，后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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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gents 1 n.媒介；[法][贸易]代理人；药剂（agent的复数）

16 ai 1 [ai] abbr.人工智能（artificialintelligence） n.(Ai)人名；(中)艾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日)爱(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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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ire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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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lgorithms 1 ['ælɡərɪðəm] n. 算法

20 a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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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lows 1 [ə'laʊz] 允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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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lready 2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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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mbitions 1 [æm'biʃənz] n. 野心；雄心；抱负（ambition的复数形式）；理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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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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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nd 4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1 anna 2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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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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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35 app 1 [æp] abbr.应用（Application）；穿甲试验（ArmorPiercingProof） n.(App)人名；(英)阿普

36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7 approach 1 [ə'prəutʃ] n.方法；途径；接近 vt.接近；着手处理 vi.靠近

38 ar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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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aren 1 阿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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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artists 3 英 ['a:tists] 美 ['ɑ:tists] n. 艺术家（名词artist的复数形式）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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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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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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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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 authentic 1 [ɔ:'θentik] adj.真正的，真实的；可信的

45 autonomous 3 [ɔ:'tɔnəməs] adj.自治的；自主的；自发的

46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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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49 be 8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50 because 4 [bi'kɔz] conj.因为

51 become 2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52 becoming 3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53 bee 1 [bi:] n.蜜蜂，蜂；勤劳的人 n.(Bee)人名；(赤几)贝埃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美；(英)比(女子教名Beatrix和Beatrice的昵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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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bees 3 ['biː z] 蜜蜂

56 before 3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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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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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believes 2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60 berlin 1 [bə:'lin] n.柏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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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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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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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bloggers 1 博客

67 blogging 1 博客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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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book 2 n.书籍；卷；账簿；名册；工作簿 vt.预订；登记 n.(Book)人名；(中)卜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朝)北；(英)布克；(瑞典)博克

70 bookmark 1 ['bukmɑ:k] n.书签（等于bookmarker）；标记

71 Borders 1 n.鲍德斯（公司名，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）

72 bridging 1 ['bridʒiŋ] n.桥接；[木]剪刀撑 v.架桥（bridge的ing形式）

73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74 building 2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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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bunch 1 ['bʌntʃ] n.群；串；突出物 vi.隆起；打褶；形成一串 vt.使成一串；使打褶 n.(Bunch)人名；(英)邦奇

77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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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by 3 prep.通过；被；依据；经由；在附近；在……之前 adv.通过；经过；附近；[互联网]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

79 cabine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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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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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ca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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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ncellations 1 [kænsə'leɪʃnz] 消失矩

83 cancelled 1 ['kænsəld] adj. 被取消的；被废除的 动词canc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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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86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87 castle 1 ['kɑ:sl, 'kæ-] n.城堡；象棋中的车 vt.置…于城堡中；筑城堡防御 n.(Castle)人名；(英)卡斯尔

88 castles 2 英 ['kɑːsl] 美 ['kæsl] n. 城堡 v. 置于城堡中；(棋)移动王车易位

89 catching 1 ['kætʃiŋ] adj.传染性的；有魅力的 v.抓住（catch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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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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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93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94 Chanute 3 n. 沙努特(在美国；西经 95º26' 北纬 37º41')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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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charges 1 [t'ʃɑːdʒɪz] n. 费用

97 chemicals 1 ['kemɪklz] n. 化学药品；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

98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
99 Cities 3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100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01 clas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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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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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clocks 1 英 [klɒk] 美 [klɑːk] n. 时钟 v. 计时；打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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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coffins 4 英 ['kɒfɪn] 美 ['kɔː fɪn] n. 棺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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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llec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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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lonies 1 英 ['kɒləni] 美 ['kɑ lːəni] n. 殖民地；侨居地；侨民；聚居(地)；群体；菌落

109 combining 1 [kəm'bainiŋ] adj.化合的，结合性的 v.结合（combine的ing形式）

110 commonly 1 ['kɔmənli] adv.一般地；通常地；普通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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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complication 1 [,kɔmpli'keiʃən] n.并发症；复杂；复杂化；混乱

113 compliment 1 ['kɔmplimənt] n.恭维；称赞；问候；致意；道贺 vt.恭维；称赞

114 concede 1 [kən'si:d] vt.承认；退让；给予，容许 vi.让步

115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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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118 confirmation 1 [,kɔnfə'meiʃən] n.确认；证实；证明；批准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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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considering 2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
121 constantly 1 ['kɔnstəntli] adv.不断地；时常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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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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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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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controversies 1 英 ['kɒntrəvɜːsɪ] 美 ['kɒntrə̩ vɜːsɪ] n. 争议；(公开的)争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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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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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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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corona 1 [kə'rəunə] n.[物]电晕；日冕；冠状物 n.(Corona)人名；(罗、葡、西、意、英)科罗纳，科罗娜(女名)

130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
131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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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covid 2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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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4 create 2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135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136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37 crops 1 n.农作物（crop的复数）；收成；[冶]切头 v.种植（crop的三单形式）；收割；修剪；产庄稼

138 crossing 1 ['krɔ:siŋ] n.十字路口；杂交；横渡；横道 v.横越（cross的现在分词）

139 crucial 1 ['kru:ʃəl] adj.重要的；决定性的；定局的；决断的

140 cruise 2 [kru:z] vi.巡航，巡游；漫游 vt.巡航，巡游；漫游 n.巡航，巡游；乘船游览 n.(Cruise)人名；(德)克鲁伊泽；(英)克鲁斯

141 crystal 1 ['kristəl] n.结晶，晶体；水晶；水晶饰品 adj.水晶的；透明的，清澈的 n.(Crystal)人名；(英)克里斯特尔，克丽丝特尔
(女名)

142 cunard 2 丘纳德 n.(Cunard)人名；(英)丘纳德

143 customized 1 ['kʌstəmaɪz] vt. 定制；[计] 用户化

144 dara 1 n. 达拉

145 d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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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daytime 1 ['deitaim] n.日间，白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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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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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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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digital 4 ['didʒitəl] adj.数字的；手指的 n.数字；键

151 digitized 1 ['dɪdʒɪtaɪzd] adj. 数字化的 动词digit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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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discovery 2 [dis'kʌvəri] n.发现，发觉；被发现的事物

154 disqualify 1 [dis'kwɔlifai] vt.取消…的资格

155 disrupt 1 [dis'rʌpt] vt.破坏；使瓦解；使分裂；使中断；使陷于混乱 adj.分裂的，中断的；分散的

156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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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158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159 down 2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160 dozens 3 ['dʌznz] n. 几十；许多

161 draw 1 [drɔ:] vt.画；拉；吸引 vi.拉；拖 n.平局；抽签 n.(Draw)人名；(英)德劳

162 Dubai 2 [英 [ˈdju:bai] 美 [duˈbaɪ]] n.迪拜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酋长国之一）；迪拜港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港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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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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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166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167 Egypt 1 ['i:dʒipt] n.埃及（非洲国家）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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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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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171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
172 entrepreneur 1 [,ɔntrəprə'nə:] n.企业家；承包人；主办者

173 environmentalists 1 n.环境保护论者，人类生态学者( environmentalist的名词复数 )

174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75 everyone 4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176 expand 1 [ik'spænd] vt.扩张；使膨胀；详述 vi.发展；张开，展开

177 experience 2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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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8 experiences 4 英 [ɪk'spɪəriəns] 美 [ɪk'spɪriəns] n. 经验；经历 v. 经历；体验；感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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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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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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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83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184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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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fin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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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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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8 floods 1 [flʌd] v. 淹没；充满 n. 洪水

189 flowers 1 英 ['flaʊə(r)] 美 ['flaʊər] n. 花；开花植物；精华；盛时 v. 开花；成熟；用花装饰

190 flying 1 ['flaiiŋ] adj.飞行的 n.飞行 v.飞（fly的ing形式）

191 focused 1 英 ['fəʊkəst] 美 ['foʊkəst] adj. 聚焦的；集中的 动词focu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2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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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foraging 1 n.觅食（forage的ing形式）；觅食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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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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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formally 1 ['fɔ:məli] adv.正式地；形式上

198 former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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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forum 1 ['fɔ:rəm] n.论坛，讨论会；法庭；公开讨论的广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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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founded 1 [faʊnd] v. 建立；创立；创办；熔铸；找到，发现（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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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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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205 fun 1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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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gap 1 n.间隙；缺口；差距；分歧 vi.裂开 vt.使形成缺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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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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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global 2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211 g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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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2 gre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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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214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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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guides 1 [gaɪdz] n. 导架 名词guide的复数形式.

217 guilty 2 ['gilti] adj.有罪的；内疚的

218 habits 1 ['hæbɪt] n. 习惯；习性

219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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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0 ha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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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harmful 1 ['hɑ:mful] adj.有害的；能造成损害的

222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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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223 hav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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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he 2 [hi:, 弱 hi, i:, i] n.男孩，男人；它（雄性动物） pron.他 n.(He)人名；(日)户(姓)；(朝)海；(柬)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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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hello 1 [he'ləu, hə-] int.喂；哈罗 n.表示问候，惊奇或唤起注意时的用语 n.(Hello)人名；(法)埃洛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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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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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hig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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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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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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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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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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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ho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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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ice 2 [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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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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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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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illuminate 1 [i'lju:mineit] vt.阐明，说明；照亮；使灿烂；用灯装饰 vi.照亮

240 illuminated 1 [i'lju:mineitid] adj.被照明的 v.照明；启发；兴奋（illuminate的过去分词）

241 imagine 1 vt.想象；猜想；臆断 vi.想象；猜想；想象起来

242 impact 1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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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imperial 1 [im'piəriəl] adj.帝国的；皇帝的；至高无上的；威严的 n.纸张尺寸；特等品 n.(Imperial)人名；(西)因佩里亚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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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in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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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7 inaudible 7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
248 inaugurated 1 [ɪ'nɔː ɡjəreɪt] v. 举行就职典礼；举行仪式；开始；开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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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increasingly 1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
251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252 industry 5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253 influences 1 ['ɪnfluəns] v. 影响；感染；<美俚>在(饮料)中加烈酒 n. 影响力；影响；权势；势力；有影响的人(或事物)

254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255 insecticide 1 [in'sektisaid] n.杀虫剂

256 insects 3 ['ɪnsekts] n. 昆虫；虫子；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.

257 Instagram 1 英 [ˌins'tægrəm] 美 [ˌɪns'tægrəm] n. 一款图片分享应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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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interactive 1 [,intər'æktiv] adj.交互式的；相互作用的

260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261 invertebrates 1 [ɪn'vɜ tːəbreɪts] n. 无脊椎动物 名词invertebrat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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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is 2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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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i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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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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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6 itineraries 1 英 [aɪ'tɪnərəri] 美 [aɪ'tɪnəreri] n. 旅行计划，行程表；旅程；游记 adj. 旅程的；巡回的；游历的

267 itinerary 1 [aɪ̍ tɪnə̩ reri:] n.旅程，路线；旅行日程 adj.旅程的；巡回的，流动的

268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69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270 January 3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271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272 journey 1 ['dʒə:ni] n.旅行；行程 vi.旅行 n.(Journey)人名；(英)朱尼，朱妮(女名)

273 joust 1 [dʒaust] n.竞技；厮打 vi.进行马上长矛比武；竞争

274 jurors 1 [d'ʒuərəz] 陪审员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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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Kansas 2 ['kænzəs] n.堪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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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knight 1 [nait] n.骑士，武士；爵士 vt.授以爵位 n.(Knight)人名；(英)奈特

279 Lakes 1 [leiks] n.[地理]湖泊，湖畔；[涂料]色淀 n.(Lakes)人名；(德)拉克斯

280 landmarks 1 ['lændmɑːks] n. 地标，陆标；里程碑（名词landmark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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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launch 1 [lɔ:ntʃ, lɑ:ntʃ] vt.发射（导弹、火箭等）；发起，发动；使…下水 vi.开始；下水；起飞 n.发射；发行，投放市场；下
水；汽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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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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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6 legal 2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287 less 2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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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life 3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90 lifted 1 [lɪft] vt. 举起；运送；偷窃；升高；还清；取消 vi. 提升 n. 举起；提升；电梯；搭便车；帮助；载货量；扒窃

291 lights 1 [laits] n.灯光（light的复数）；（供食用的）家畜的肺脏 v.点亮（light的三单形式）

292 lik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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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294 lines 3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
295 liquid 1 ['likwid] adj.液体的；清澈的；明亮的；易变的 n.液体，流体；流音

296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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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loc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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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locations 1 英 [ləʊ'keʃəns] 美 [loʊ'keʃəns] n. 地点；位置；定位 名词location的复数形式.

300 lockdown 1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301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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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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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losing 1 ['lu:ziŋ] n.损失；失败 adj.输的；失败的；导致失败的 v.失去；损失（lose的ing形式）；错过

305 majesty 1 ['mædʒisti] n.威严；最高权威，王权；雄伟；权威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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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mal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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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market 1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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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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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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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312 meantime 1 ['mi:n'taim] n.其时，其间 adv.同时；其间

313 measuring 1 ['meʒəriŋ] n.测量；衡量 v.测量（measure的ing形式） adj.测量用的

314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315 medieval 1 [,medi'i:vəl, ,mi:-] adj.中世纪的；原始的；仿中世纪的；老式的

316 melt 1 [melt] vi.熔化，溶解；渐混 vt.使融化；使熔化；使软化；使感动 n.熔化；熔化物

317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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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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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minutes 1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
321 mira 1 ['mairə] n.（鲸鱼星座中的）薴藁增二

322 moat 1 [məut] n.护城河；壕沟 vt.将...围以壕沟

323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324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325 mo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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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mo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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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328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329 navigate 1 vt.驾驶，操纵；使通过；航行于；解决，应对（困难复杂的情况） vi.航行，航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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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332 negativ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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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neonicotinoids 3 ['niː ənɪkətɪnɔɪdz] 新烟碱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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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newly 1 ['nju:li] adv.最近；重新；以新的方式

336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337 nex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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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night 2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339 no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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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nominees 1 [nɒmɪ'niː z] 被提名者

341 noon 1 [nu:n] n.中午；正午；全盛期 n.(Noon)人名；(朝)嫩；(英、巴基)努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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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numb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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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345 of 3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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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office 3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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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O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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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on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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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onl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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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operating 1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
353 operators 1 ['ɒpəreɪtəz] n. 操作员；管理者；运算符 名称operator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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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4 opportunity 1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
355 option 1 ['ɔpʃən] n.[计]选项；选择权；买卖的特权

356 or 4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
357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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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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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361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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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364 palace 1 ['pælis] n.宫殿；宅邸；豪华住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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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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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party 1 n.政党，党派；聚会，派对；当事人[复数parties] vi.参加社交聚会[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]

368 passports 1 ['paː spɔː ts] n. 护照；通行证；手段；保障 名词passport的复数形式.

369 patriotic 1 [,pætri'ɔtik] adj.爱国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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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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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personalize 2 ['pə:sənəlaiz] vt.使个性化；把…拟人化

373 personalized 1 adj. 标出名字的 动词personal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74 pesticide 1 ['pestisaid] n.杀虫剂

375 pests 1 ['pests] 害虫

376 pets 1 abbr.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系统（=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） n. 宠物（pet的复数形式）

377 pH 8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
378 phones 1 英 [fəʊn] 美 [foʊn] n. 电话；电话机；听筒；耳机；[语]音素 v. 打电话 suf. 表示“声音”或“说 ... 语言的人”

379 physical 4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380 place 2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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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2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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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385 pollinate 1 ['pɔlineit] vt.对...授粉

386 pollination 1 [pɔli'neiʃn] n.[农学]授粉（作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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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potentially 1 [pə'tenʃəli] adv.可能地，潜在地
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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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presented 1 ['preznt] n. 礼物；现在 adj. 出席的；现在的；当前的；存在的 v. 提出；赠送；呈现

391 president 1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392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393 proof 2 [pru:f] n.证明；证据；校样；考验；验证；试验 adj.防…的；不能透入的；证明用的；耐…的 vt.试验；校对；使不被穿
透

3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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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3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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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puns 1 [pʌn] n. 双关语 vt. 说双关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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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8 pushing 1 ['puʃiŋ] adj.奋斗的；莽撞的；有精力的；富有进取心的 n.推挤；推人犯规（篮球术语） v.推；促进；逼迫（push的ing
形式）

399 put 3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400 quality 1 n.质量，[统计]品质；特性；才能 adj.优质的；高品质的；<英俚>棒极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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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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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rank 1 [ræŋk] n.排；等级；军衔；队列 adj.讨厌的；恶臭的；繁茂的 vt.排列；把…分等 vi.列为；列队 n.(R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
芬、捷)兰克

404 rd 1 abbr. (DOS命令) 删除空的子目录(=remove directory) abbr. 注册营养师(=Registered Dietitian) abbr. 乡村投递（=rural delivery）
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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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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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408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409 relatively 1 ['relətivli] adv.相当地；相对地，比较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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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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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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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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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415 requirement 1 [ri'kwaiəmənt] n.要求；必要条件；必需品

4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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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417 restrictions 2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418 richer 1 ['rɪtʃər] adj. 更富有的 形容词rich的比较级.

419 royal 1 ['rɔiəl] adj.皇家的；盛大的；女王的；高贵的；第一流的 n.王室；王室成员

420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人名；(英)朗宁

4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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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sailing 1 ['seiliŋ] n.航行，航海；启航；航海术 adj.航行的 v.航行，起航（sai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423 say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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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4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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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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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7 sculpted 1 v.雕刻（sculpt的过去式）

428 seamless 1 ['si:mlis] adj.无缝的；无缝合线的；无伤痕的

4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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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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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1 senate 7 ['senit] n.参议院，上院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

432 senators 2 n.参议员( senator的名词复数 )

433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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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5 sharing 1 英 ['ʃeərɪŋ] 美 ['ʃerɪŋ] n. 共享；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.

436 shop 1 [ʃɔp] n.商店；店铺 vt.购物 vi.购物；买东西

437 shortly 1 ['ʃɔ:tli] adv.立刻；简短地；唐突地

4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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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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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9 showcase 1 ['ʃəukeis] n.陈列橱，[家具]陈列柜；显示优点的东西 vt.使展现；在玻璃橱窗陈列

440 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
441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442 sleep 3 [sli:p] vi.睡，睡觉 n.睡眠 n.(Sleep)人名；(英)斯利普

443 sleeping 1 ['sli:piŋ] adj.睡着的 n.睡眠

444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445 s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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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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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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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8 somewhere 1 ['sʌmhwεə] adv.在某处；到某处 n.某个地方

449 sources 1 英 [sɔː s] 美 [sɔː rs] n. 来源；发源地；原始资料 v. 从...获得

4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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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spring 1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452 standard 1 ['stændəd] n.标准；水准；旗；度量衡标准 adj.标准的；合规格的；公认为优秀的 n.(Standard)人名；(英)斯坦达德；
(德)施坦达德

453 star 1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454 starting 2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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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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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7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458 Stewart 6 ['stju:ət; 'stju-] n.[宝]斯图尔特（男子名）

4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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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0 street 3 [stri:t] n.街道 adj.街道的 n.(Street)人名；(英、葡)斯特里特；(德)施特雷特

461 stroll 1 [strəul] n.漫步；闲逛；巡回演出 vi.散步；闲逛；巡回演出 vt.散步；闲逛

462 studies 2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463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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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5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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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surprise 1 [sə'praiz] n.惊奇，诧异；突然袭击 vt.使惊奇；奇袭 adj.令人惊讶的

468 swipe 1 [swaip] vt.猛击；偷窃；刷…卡 n.猛击；尖刻的话 vi.猛打；大口喝酒

469 sworn 1 [swɔ:n] adj.发过誓的；宣誓过的 v.发誓（swear的过去分词）

470 tailored 1 ['teiləd] adj.定做的；裁缝做的；剪裁讲究的 v.裁制；调整使适应（tailo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71 tak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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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72 tech 2 [tek] n.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.技术（technology）；技术员（technician） n.(Tech)人名；(柬)德

473 technology 3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474 TENS 1 十位

4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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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6 test 1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477 tha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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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8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479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480 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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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1 the 7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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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2 their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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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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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4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485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486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487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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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9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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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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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2 throug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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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3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494 ticket 1 ['tikit] n.票；入场券，标签；（美）候选人名单；证明书；交通罚款单 vt.加标签于；指派；对…开出交通违规罚单

4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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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6 to 4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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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97 toge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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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8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499 took 4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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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1 top 2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502 tour 1 [tuə] n.旅游，旅行；巡回演出 vt.旅行，在……旅游；在……作巡回演出 vi.旅行，旅游；作巡回演出 n.(Tour)人名；(瑞
典)托尔；(英)图尔

503 tourism 1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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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5 Tours 3 [tuə; tu:r] n.图尔斯（姓氏）；图尔市（法国城市名）

506 towering 1 ['tauəriŋ] adj.高耸的；卓越的；激烈的 v.高翔（tower的ing形式）

507 towns 1 n. 汤斯

508 toxic 1 ['tɔksik] adj.有毒的；中毒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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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0 transportation 1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
511 travel 18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512 travelers 1 [t'rævlərz] 旅游者

513 tremendous 1 adj.极大的，巨大的；惊人的；极好的

5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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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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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6 trips 1 [trɪp] n. 旅行；摔倒；差错；轻快的步伐 vt. 使跌倒；使失败；使犯错；起锚；竖帆 vi. 绊倒；旅行；轻快地走；失误；
结巴

517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18 trum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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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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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0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521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22 ubers 1 ['ʌbəz] übersetzt (German-translated) (德语)翻译的,转变的

523 unconstitutional 1 ['ʌn,kɔnsti'tju:ʃənəl] adj.违反宪法的 违反宪法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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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5 unexplored 1 英 [ˌʌnɪk'splɔː d] 美 [ˌʌnɪk'splɔː rd] adj. 未勘查过的；未开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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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6 unidentified 5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527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528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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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9 upcoming 1 ['ʌp,kʌmiŋ] adj.即将来临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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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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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2 users 1 ['juːzəs] n.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.

533 vaccine 2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534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
535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536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37 vertebrates 1 ['vɜ tːɪbrɪts] n. 脊椎动物 名词vertebrate的复数形式.

5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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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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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0 Viking 1 ['vaikiŋ] n.北欧海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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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2 virtual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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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43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5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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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5 vo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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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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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7 votes 2 [vəuts] v.投票；提倡（vo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选票；选举；得票数（vote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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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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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0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51 wat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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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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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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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4 w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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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5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556 weighing 1 ['weɪɪŋ] n. 称(量重)；权衡；权重 动词weig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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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8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559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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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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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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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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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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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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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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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6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567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568 will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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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9 win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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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0 with 9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571 wonderland 1 ['wʌndəlænd] n.奇境，仙境；非常奇妙的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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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2 word 1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
573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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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5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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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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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8 Zara 1 ['zɑ:rɑ:; 'dzɑ:-] n.扎拉（南斯拉夫西部港市扎达尔）；西班牙一品牌

579 Zurich 1 ['zuəritʃ] n.苏黎世（瑞士北部城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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