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1-27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9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4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and 3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4 to 3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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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in 33 [in] prep.按照（表示方式）；从事于；在…之内 adv.进入；当选；（服装等）时髦；在屋里 adj.在里面的；时髦的 n.执政
者；门路；知情者 n.(In)人名；(中)演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殷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因；(日)寅(名)

6 that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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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this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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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is 1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 i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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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r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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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be 1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2 dogs 13 n.狗（dog的复数）；瘦狗类 v.紧紧跟踪；追猎；紧随（dog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Dogs)人名；(德)多格斯

13 O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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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there 1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15 had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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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 dog 10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
17 people 10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8 as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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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cnn 9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20 firs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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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have 9 [hæv, 弱həv, əv, v] vt.有；让；拿；从事；允许 aux.已经 n.(Have)人名；(芬)哈韦；(德)哈弗

22 one 9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
23 president 9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4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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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for 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7 has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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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hous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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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some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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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tornado 8 [tɔ:'neidəu] n.[气象]龙卷风；旋风；暴风；大雷雨 n.(Tornado)人名；(西)托纳多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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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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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34 named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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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weather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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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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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clip 6 n.（塑料或金属的）夹子；回纹针；修剪；剪报 vt.剪；剪掉；缩短；给…剪毛（或发）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
某物上 vi.剪；修剪；剪下报刊上的文章（或新闻、图片等）；迅速行动；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某物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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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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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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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1 video 6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42 when 6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43 which 6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44 white 6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45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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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ould 5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48 end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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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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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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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national 5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52 now 5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53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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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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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w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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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would 5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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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correspondent 4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
59 get 4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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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1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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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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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light 4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64 our 4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65 quite 4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66 Roosevelt 4 ['rəuzəvelt] n.罗斯福（姓氏，美国第26任总统）

67 school 4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68 s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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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warning 4 ['wɔ:niŋ] n.警告；预兆；预告 adj.警告的；引以为戒的 v.警告（warn的ing形式） n.(Warning)人名；(德)瓦宁

70 about 3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71 Alabama 3 [,ælə'bæmə] n.阿拉巴马州（美国州名）

72 ancient 3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73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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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came 3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76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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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damage 3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79 d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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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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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 during 3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81 European 3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82 expected 3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83 form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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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go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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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health 3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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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ju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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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matt 3 [mæt] adj.无光泽的；不光滑的 n.无光表面；衬边 vt.使…无光；把…熔炼为锍（等于matte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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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mo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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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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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no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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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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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off 3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95 oldest 3 ['əuldist] adj.最老的（old的最高级）；最旧的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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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pets 3 abbr.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系统（=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） n. 宠物（pet的复数形式）

98 region 3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99 researchers 3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100 restrictions 3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101 scientists 3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102 second 3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103 severe 3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104 should 3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105 sho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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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south 3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107 storm 3 [stɔ:m] n.暴风雨；大动荡 vi.起风暴；横冲直撞；狂怒咆哮 vt.猛攻；怒骂 n.(Storm)人名；(瑞典)斯托姆；(德)施托姆；
(英、西、芬)斯托姆

108 stud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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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than 3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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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togeth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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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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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vaccine 3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114 wave 3 [weiv] vi.波动；起伏；挥手示意；摇动；呈波形 vt.卷（烫）发；向…挥手示意；使成波浪形 n.波动；波浪；高潮；挥手
示意；卷曲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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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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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why 3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118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119 your 3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120 abdelaziz 2 阿卜杜勒-阿齐兹

121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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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2 Afghan 2 ['æfgæn] n.阿富汗语；阿富汗人 adj.阿富汗人的；阿富汗的

123 Africa 2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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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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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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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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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Americas 2 [ə'merikəz] n.美洲

129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30 another 2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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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astrazeneca 2 阿斯特拉捷利康(财富500强公司之一, 总部所在地英国, 主要经营制药)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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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barney 2 ['bɑ:ni] n.大吵大闹；拉曳器 n.(Barney)人名；(法)巴内；(英、西)巴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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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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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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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139 biden 2 n. 拜登(姓氏)

140 Birmingham 2 ['bə:miŋəm] n.伯明翰（英国一座城市）

141 Brazil 2 [brə'zil] n.巴西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142 breed 2 [bri:d] vi.繁殖；饲养；产生 vt.繁殖；饲养；养育，教育；引起 n.[生物]品种；种类，类型 n.(Breed)人名；(英)布里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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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cat 2 n.猫，猫科动物

145 cats 2 [kæts] abbr.高级电视研究中心（CentreforAdvancedTelevisionStudies）；计算机自动测试系统
（ComputerAutomatedTestSystem）；通信和跟踪系统（CommunicationsandTrackingSystem）；综合分析试验系统
（ComprehensiveAnalyticalTestSystem） n.(Cats)人名；(荷)卡茨

146 cent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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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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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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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comes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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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community 2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151 conditions 2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152 cow 2 [kau] n.奶牛，母牛；母兽 vt.威胁，恐吓

153 cyril 2 ['sirəl] n.西里尔（男子名）

154 doses 2 英 [dəʊs] 美 [doʊs] n. 剂量；一剂；一服 vt. 给 ... 服药

155 effective 2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
156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57 eu 2 abbr.欧盟（EuropeanUnion）；能量单位（EnergyUnit）；熵的单位（EntropyUnit）；等效单位（EquivalentUnit） n.(Eu)人
名；(中)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尤

158 even 2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159 fala 2 [fa:'la:] n.法拉曲（流行于15到17世纪欧洲的一种合唱曲）

160 female 2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161 food 2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62 form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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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Franklin 2 ['fræŋklin] n.富兰克林（男子名）；富兰克林（加拿大西北地区的北部分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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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4 Fultondale 2 [地名] [美国] 富尔顿代尔

165 gathered 2 ['gæðəɒ] adj. 聚集的；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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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gone 2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168 goo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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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grateful 2 ['greitful] adj.感谢的；令人愉快的，宜人的

170 gree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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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Groveton 2 n. 格罗夫顿(在美国；西经 95º08' 北纬 31º04')

172 helped 2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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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homes 2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国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175 hotel 2 [həu'tel] n.旅馆，饭店；客栈 vt.使…在饭店下榻 vi.进行旅馆式办公 n.(Hotel)人名；(法)奥泰尔

176 hound 2 [haund] vt.追猎；烦扰；激励 n.猎犬；卑劣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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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injuries 2 ['ɪndʒəri] n. 伤害；损害

179 issued 2 ['ɪʃu ]ː n. 议题；问题；期刊号；一次发行额；发行；<律>子女 v. 发表；公布；正式发给；发行；流出

180 January 2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181 Johnson 2 ['dʒɔnsən] n.约翰逊（姓氏）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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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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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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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mckenzie 2 麦肯齐（人名） 马更些（地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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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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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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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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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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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particularly 2 [pə'tikjuləli] adv.特别地，独特地；详细地，具体地；明确地，细致地

193 pet 2 [pet] n.宠物；生气；受宠爱的人 vt.宠爱 vi.生气；爱抚 adj.宠爱的 n.(Pet)人名；(俄)佩特；(柬)贝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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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point 2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196 program 2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197 rates 2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
198 re 2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199 recent 2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00 remains 2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201 Rivers 2 ['rivə:s] n.里弗斯（人名）；河流州（尼日利亚州名）；河水钻

202 salma 2 ['sælmə] 意大利重量单位(=217.；728公斤)

203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04 search 2 [sə:tʃ] vi.搜寻；调查；探求 vt.搜索；搜寻；调查；搜查；探求 n.搜寻；探究，查究 n.(Search)人名；(英)瑟奇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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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service 2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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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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8 state 2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209 strikes 2 [straɪk] n. 罢工；打击；殴打 v. 打；撞；罢工；划燃

210 suburb 2 ['sʌbə:b] n.郊区；边缘

211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212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13 thought 2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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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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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tore 2 [tɔ:] vt.撕开（tear的过去式） n.(Tore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挪、葡)托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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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Tuesday 2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19 unidentified 2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220 vaccines 2 疫苗程序

221 Vanier 2 n.(Vanier)人名；(英、法)瓦尼埃

222 variant 2 ['vεəriənt] adj.不同的；多样的 n.变体；转化

223 variants 2 变体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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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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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while 2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227 will 2 [wɪl] n.意志；决心；情感；遗嘱；意图；心愿 vt.决心要；遗赠；用意志力使 vi.愿意；下决心 aux.将；愿意；必须

228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29 academy 1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
230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231 advisory 1 [əd'vaizəri] adj.咨询的；顾问的；劝告的 n.报告；公告

232 Afghanistan 1 [æf'gænistæn] n.阿富汗（国家名称，位于亚洲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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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235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236 Akita 1 [ɑ:'ki:tə] n.秋田市（日本本州岛西北岸城市）；秋田犬（宠物）

237 al 1 [ɑ:l] abbr.美国联盟（AmericanLeague）；美国军团（AmericanLegion）；阿尔巴尼亚（Albania，欧洲一国家名）；美国亚拉
巴马州（Alabama） n.(Al)人名；(英)阿尔(Albert在美国的昵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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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alert 1 [ə'lə:t] vt.警告；使警觉，使意识到 adj.警惕的，警觉的；留心的 n.警戒，警惕；警报 n.(Alert)人名；(西)阿莱尔特

240 alive 1 [ə'laiv] adj.活着的；活泼的；有生气的

241 allowed 1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
242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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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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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amazon 1 ['æməzɔn] 亚马逊；古希腊女战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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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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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andrew 1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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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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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Anthony 1 ['æntəni] n.安东尼（人名）

252 approved 1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253 Apul 1 阿普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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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4 arrived 1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55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256 assessing 1 [ə'ses] v. 评定；评估；估算

257 Atlantic 1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
258 author 1 ['ɔ:θə] n.作者；作家；创始人 vt.创作出版

259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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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Banning 1 ['bæniŋ] n.班宁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）；班宁（男子名）；浪子娇娃（电影名）

262 Barak 1 ['bεərək; 'beiræk] 巴拉克（人名）

263 basenji 1 [bə'sendʒi] n.巴辛吉（一种小猎犬，产于非洲）

264 beagles 1 犬

265 bears 1 [beəz] n. 熊；卖空者 名词bear的复数形式. 动词bear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66 Beasley 1 n. 比斯利

267 beau 1 [bəu] n.花花公子；喜修饰者；情郎 adj.美的；好的 n.(Beau)人名；(英、德、法、葡)博

268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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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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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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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274 Bering 1 ['bɛriŋ] n.白令海峡

275 beside 1 [bi'said] prep.在旁边；与…相比；和…无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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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billy 1 ['bili] n.棍棒，警棍；伙伴

278 bit 1 n.[计]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老一套；一点，一块 vt.控制 adj.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 adv.有点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9 block 1 n.块；街区；大厦；障碍物 vt.阻止；阻塞；限制；封盖 adj.成批的，大块的；交通堵塞的 n.(Blo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芬、罗)布洛克

280 bobcat 1 ['bɔbkæt] n.山猫之类

281 bomb 1 [bɔm] vt.轰炸，投弹于 vi.轰炸，投弹；失败 n.炸弹

282 bones 1 英 [bəʊnz] 美 [boʊnz] n. 骨骼 名词bone的复数形式.

283 booster 1 ['bu:stə] n.升压机；支持者；扩爆器

284 border 1 ['bɔ:də] n.边境；边界；国界 vt.接近；与…接壤；在…上镶边 vi.接界；近似 n.(Border)人名；(英)博德

285 boy 1 [bɔi] n.男孩；男人 n.(Boy)人名；(英、德、西、意、刚(金)、印尼、瑞典)博伊；(法)布瓦

286 breeds 1 [briː d] v. 繁殖；养育；引起，产生；教养 n. 品种；血统

287 bridge 1 [bridʒ] n.桥；桥牌；桥接器；船桥 vt.架桥；渡过 n.(Bridge)人名；(英)布里奇

288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289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290 brutal 1 ['bru:təl] adj.残忍的；野蛮的，不讲理的

291 buddy 1 ['bʌdi] n.伙伴，好朋友；密友；小男孩 vi.做好朋友，交朋友 n.(Buddy)人名；(英)巴迪

292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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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Calvin 1 ['kælvin] n.卡尔文（男子名）；加尔文（法国神学家）

295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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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canine 1 ['keinain] adj.犬的；犬齿的；犬科的；似犬的 n.犬；[解剖]犬齿 n.(Canine)人名；(英)卡奈因

297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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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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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9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300 caution 1 ['kɔ:ʃən] n.小心，谨慎；警告，警示 vt.警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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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champ 1 [tʃæmp] n.咀嚼；咀嚼声 vt.焦急；大声地嚼；格格地咬 vi.咬；啮（过去式champed，过去分词champed，现在分词
champing，第三人称单数champs） n.(Champ)人名；(法)尚；(英)钱普

303 chicken 1 n.鸡肉；小鸡；胆小鬼，懦夫 adj.鸡肉的；胆怯的；幼小的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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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chihuahua 1 [tʃi'wɑ:wə] n.吉娃娃（一种产于墨西哥的狗）；奇瓦瓦（墨西哥北部的州及其首府名称）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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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church 1 [tʃə:tʃ] n.教堂；礼拜；教派 adj.教会的；礼拜的 vt.领…到教堂接受宗教仪式 n.(Church)人名；(英)丘奇

308 Clinton 1 n.克林顿

309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310 coast 1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
311 collapsed 1 [kə'læpzd] adj. 倒塌的

312 collie 1 ['kɔli] n.柯利牧羊狗（原产苏格兰） n.(Collie)人名；(英)科利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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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315 commissioner 1 [kə'miʃənə] n.理事；委员；行政长官；总裁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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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companions 1 [kəm'pæniən] n. 同伴；志趣相投的人；成对物品之一；参考书 v. 陪伴

318 compare 1 n.比较 vt.比拟，喻为；[语]构成 vi.相比，匹敌；比较，区别；比拟（常与to连用） n.(Compare)人名；(意)孔帕雷

319 comparison 1 [kəm'pærisən] n.比较；对照；比喻；比较关系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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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concluded 1 [kən'kluːd] vt. 推断出；缔结；使结束 vi. 结束；总结；作决定；作协议

322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323 continent 1 ['kɔntinənt] n.大陆，洲，陆地 adj.自制的，克制的

324 Coolidge 1 ['ku:lidʒ] 柯立芝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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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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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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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counts 1 [kaʊnt] v. 计算；视为；依赖；重要，有价值 n. 计数；总数 n. 伯爵（欧洲国家的贵族头衔）

329 county 1 ['kaunti] n.郡，县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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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332 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
333 critical 1 ['kritikəl] adj.鉴定的；[核]临界的；批评的，爱挑剔的；危险的；决定性的；评论的

334 crowded 1 ['kraudid] adj.拥挤的；塞满的 v.拥挤（crowd的过去分词）

335 cubs 1 ['kʌbz] n. 幼童军，童子军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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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daily 1 ['deili] adj.日常的；每日的 n.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日常地；每日；天天 n.(Daily)人名；(英)戴利

338 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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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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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dave 1 [deiv] n.戴夫（男子名）

342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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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deadly 1 ['dedli] adj.致命的；非常的；死一般的 adv.非常；如死一般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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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5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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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debris 1 ['deibri:] n.碎片，残骸 n.(Debris)人名；(法)德布里

348 definitive 1 [di'finitiv] n.限定词 adj.决定性的；最后的；限定的

349 Delano 1 [də'leinən] n.德拉诺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）；抵蕾诺牌手表

350 delaying 1 [dɪ'leɪ] v. 耽搁；推迟；延误 n. 耽搁；延期；推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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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53 despite 1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
354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
355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356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357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358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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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disagreement 1 [,disə'gri:mənt] n.不一致；争论；意见不同

361 discovered 1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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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364 domesticated 1 英 [dəʊ'mestɪkeɪtɪd] 美 [də'mestə̩ keɪtɪd] adj. 喜欢家庭生活的；驯服的；驯养的 动词domestic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
式.

365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366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367 dozens 1 ['dʌznz] n. 几十；许多

368 dr 1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369 dramatic 1 adj.戏剧的；急剧的；引人注目的；激动人心的

370 drug 1 [drʌg] n.药；毒品；麻醉药；滞销货 vt.使服麻醉药；使服毒品；掺麻醉药于 vi.吸毒 n.(Drug)人名；(罗)德鲁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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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ease 1 [i:z] vt.减轻，缓和；使安心 n.轻松，舒适；安逸，悠闲 vi.减轻，缓和；放松；灵活地移动

373 eat 1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
374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375 empty 1 ['empti] adj.空的；无意义的；无知的；徒劳的 vt.使失去；使…成为空的 vi.成为空的；流空 n.空车；空的东西

376 essential 1 [i'senʃəl] adj.基本的；必要的；本质的；精华的 n.本质；要素；要点；必需品

377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378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379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
380 exists 1 [ɪɡ'zɪst] v. 存在；生存；活着

381 exporting 1 ['ɪkspɔː tɪŋ] n. 输出；出口 动词ex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82 extended 1 [ik'stendid] adj.延伸的；扩大的；长期的；广大的 v.延长；扩充（extend的过去分词）

383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3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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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faster 1 ['fa:stə] adj.更快的 adv.更快地 n.(Faster)人名；(德、捷)法斯特

386 fauci 1 n. 福西

387 favorable 1 ['feivərəbl] adj.有利的；良好的；赞成的，赞许的；讨人喜欢的

388 featured 1 ['fi:tʃəd] adj.特定的；被作为特色的；有…的面貌特征的 v.使…有特色；起重要作用（feature的过去分词）

389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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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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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1 financed 1 ['faɪnæns] n. 金融；财政；资金 vt. 给 ... 提供资金；负担经费

392 fire 1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开
枪；激动；烧火

393 ford 1 n.浅滩；Ford：福特汽车公司 vi.涉水而过 vt.涉过；徒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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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396 fraught 1 [frɔ:t] adj.担心的，忧虑的；充满…的

397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398 friend 1 [frend] n.朋友；助手；赞助者 n.(Friend)人名；(英)弗兰德

399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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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genetic 1 [dʒi'netik] adj.遗传的；基因的；起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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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gerald 1 ['dʒerəld] n.杰拉尔德（男子名，义为勇敢的战士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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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gift 1 [gift] n.礼物；天赋；赠品 vt.赋予；向…赠送 n.(Gift)人名；(英)吉夫特

4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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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golden 1 ['gəuldən] adj.金色的，黄金般的；珍贵的；金制的 n.(Golden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、德、瑞典)戈尔登

408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409 gotten 1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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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graze 1 [greiz] vt.放牧；擦伤 vi.吃草；擦伤 n.放牧；轻擦
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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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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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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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Hampshire 1 ['hæmpʃə] n.汉普郡（英国南部之一郡）

416 Hancock 1 ['hænkɔk] n.全民超人（电影名）；汉考克

417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18 Harding 1 ['ha:diŋ] n.哈丁（姓氏）；哈丁（美国前总统）

419 haven 1 ['heivən] n.港口；避难所，安息所 vt.为……提供避难处；安置……于港中 n.(Haven)人名；(英)黑文

420 hazardous 1 ['hæzədəs] adj.有危险的；冒险的；碰运气的

421 heaven 1 ['hevən] n.天堂；天空；极乐 n.(Heaven)人名；(英)希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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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help 1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424 her 1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425 Herbert 1 ['hə:bət] n.赫伯特（男人名）

4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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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7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4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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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29 hippo 1 ['hipəu] n.河马；吐根

430 honor 1 ['ɔnə] n.荣誉；信用；头衔 vt.尊敬（等于honour）；给…以荣誉

431 hoover 1 ['hu:və] vi.胡佛电动吸尘 n.胡佛电动吸尘器

432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33 hospitalization 1 [,hɔspitəlai'zeiʃən, -li'zei-] n.住院治疗；医院收容；住院保险（等于hospitalizationinsurance）

434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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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5 humans 1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436 immediately 1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
437 imposed 1 英 [ɪm'pəʊz] 美 [ɪm'poʊz] v. 强加；课征；强迫；征收(税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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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9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440 India 1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441 indicated 1 adj.表明的；指示的 v.表明（indicate的过去分词）；指出；显示

442 indicators 1 ['ɪndɪkeɪtəz] 指示器

443 infection 1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
444 info 1 ['infəu] n.信息；情报

445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446 injured 1 ['indʒəd] adj.受伤的；受损害的

4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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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8 into 1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
449 Inu 1 犬

4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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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jfk 1 abbr. (美国第35任总统)约翰·菲茨杰拉德·肯尼迪(=John Fitzgerald Kennedy) abbr. (美国纽约)肯尼迪国际机场(=John Fitzgerald
Kennedy International Airport)

452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453 Johannesburg 1 [dʒəu'hænisbə:g] n.约翰尼斯堡（位于南非东北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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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5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456 king 1 [英[kɪŋ] 美[kɪŋ]] n.国王；最有势力者；王棋 vi.统治；做国王 vt.立…为王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，最大的 n.(King)人名；
(德、英、葡、捷、西)金；(中)金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京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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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8 laddie 1 ['lædi] n.（苏）男孩；小伙子

4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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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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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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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2 lawn 1 [lɔ:n] n.草地；草坪 n.(Lawn)人名；(缅)朗

463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4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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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465 leads 1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
4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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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468 legacy 1 ['legəsi] n.遗赠，遗产

469 legged 1 ['legid, legd] adj.有腿的 v.奔走；用脚移动或推动（leg的过去分词）

470 les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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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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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2 liberty 1 ['libəti] n.自由；许可；冒失 n.(Liberty)人名；(英)利伯蒂

4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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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4 lineage 1 ['liniidʒ] n.血统；家系，[遗]世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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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6 lion 1 ['laiən] n.狮子；名人；勇猛的人；社交场合的名流 n.(Lion)人名；(西、葡)利昂；(德、法、意、捷、瑞典)利翁；(英)莱昂

4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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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8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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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9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4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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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1 lockdown 1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482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483 lo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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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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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5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486 lyndon 1 n.林登（男子名）

487 mad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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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8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489 makers 1 n. 迈克（美国一家公司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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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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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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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93 Manaus 1 [mə'naus] n.玛瑙斯（巴西北部城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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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5 Masters 1 n.马斯特斯（人名）

496 mayor 1 ['mεə] n.市长 n.(Mayor)人名；(英)梅厄；(法、西、俄)马约尔

497 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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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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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499 medicines 1 ['medsnz] 药品

500 memorial 1 [英 [mə'mɔ:rɪəl] 美 [məˈmɔriəl, -ˈmor] n.纪念碑，纪念馆；纪念仪式；纪念物 adj.记忆的；纪念的，追悼的

501 menagerie 1 [mi'nædʒəri] n.动物园；动物展览；（马戏团豢养的）兽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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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mid 1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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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5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506 migrated 1 英 [maɪ'ɡreɪt] 美 ['maɪɡreɪt] vi. 迁移；迁徙；转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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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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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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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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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1 miss 1 [mɪs] n.女士，小姐，年轻未婚女子 vt.错过，想念，缺（勤）

5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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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3 moderna 1 莫德尔纳

514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
515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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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7 newest 1 [nu ɪːst] adj. 最新的 形容词new的最高级形式.

518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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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0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521 northeast 1 [,nɔ:θ'i:st] adj.东北的；向东北的；来自东北的 n.东北 adv.向东北；来自东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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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3 notify 1 ['nəutifai] vt.通告，通知；公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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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4 Obama 1 n. 巴拉克- 奥巴马(1961-)；美国第44任总统(2009-)

525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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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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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8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529 operation 1 [,ɔpə'reiʃən] n.操作；经营；[外科]手术；[数][计]运算

530 originated 1 [ə'rɪdʒɪneɪt] v. 发起；开始；起源于；[计算机] 起始

531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532 outlook 1 ['autluk, ,aut'luk] n.展望；观点；景色 vt.比……好看；用目光压倒 vi.朝外看

533 overall 1 ['əuvərɔ:l, ,əuvə'rɔ:l] adj.全部的；全体的；一切在内的 adv.全部地；总的说来 n.工装裤；罩衫

534 Paris 1 ['pæris] n.巴黎（法国首都）；帕里斯（特洛伊王子）

535 parrots 1 ['pærət] n. 鹦鹉；盲目重复或模仿他人行为的人 vt. 学舌；盲目重复或模仿

5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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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7 Pauline 1 ['pɔ:lain] adj.使徒圣保罗的 n.圣保罗学校的学生；波林（女子名）

5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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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9 pharmaceutical 1 [,fɑ:mə'sju:tikəl] adj.制药（学）的 n.药物

540 pigmy 1 ['pigmi] n.矮人；侏儒；俾格米人；微不足道的东西/人 adj.矮小的；微少的；无足轻重的

541 plac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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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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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poor 1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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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5 possibility 1 [,pɔsə'biləti] n.可能性；可能发生的事物

546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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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8 premier 1 ['premjə, pri'miə, 'pri:m-] adj.第一的；最初的 n.总理，首相

549 preorder 1 [priː 'ɔː də] vt. 预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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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1 press 1 [pres] vt.压；按；逼迫；紧抱 vi.压；逼；重压 n.压；按；新闻；出版社；[印刷]印刷机 n.(Press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
西、瑞典)普雷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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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3 proceedings 1 [prə'si:diŋz] n.诉讼；行动（proceeding的复数形式）；会议记录；议程

554 progress 1 ['prəugres, 'prɔ-, prəu'gres] n.进步，发展；前进 vi.前进，进步；进行 n.(Progress)人名；(赞)普罗格雷斯

555 projects 1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556 prompted 1 [p'rɒmptɪd] vbl. 提示

557 proof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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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8 published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559 pulling 1 ['pʊlɪŋ] 动词pull的现在分词形式

560 puppy 1 ['pʌpi] n.小狗，幼犬

561 pushed 1 [puʃt] adj.处于窘境的；为难的；推挤现象的 v.推；挤；逼迫（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62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563 quarantines 1 英 ['kwɒrəntiː n] 美 ['kwɔː rəntiː n] n. 隔离；检疫期间；封锁交通；四十天 vt. 检疫；停止交涉 vi. 检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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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5 raccoon 1 [rə'ku:n] n.浣熊；浣熊毛皮

566 radar 1 ['reidə] n.[雷达]雷达，无线电探测器 n.(Radar)人名；(塞)拉达尔

567 rainforest 1 英 ['reɪnfɒrɪst] 美 ['reɪnfɔː rɪst] n. 雨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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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8 red 1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
569 regularly 1 ['regjələli] adv.定期地；有规律地；整齐地；匀称地

570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571 relationship 1 [ri'leiʃənʃip] n.关系；关联

572 reported 1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573 rescue 1 ['reskju:] vt.营救；援救 n.营救；援救；解救

574 residence 1 ['rezidəns] n.住宅，住处；居住

575 responses 1 [rɪs'pɒnsɪz] 名词response的复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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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7 retriever 1 [ri'tri:və] n.（训练成能寻回猎物的）猎犬；取回的人

578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579 ripen 1 ['raipən] vt.使成熟 vi.成熟

580 ripped 1 [ript] adj.喝醉的；受毒品麻醉的 v.撕；扯（rip的过去分词）

581 roads 1 n. 路；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. 罗兹(姓氏)

582 rollout 1 ['rəulaut] n.首次展示；[航]滑跑（飞机着陆时在跑道上滑跑减速的阶段）

583 roof 1 [ru:f, ruf] n.屋顶；最高处，顶部；最高限度 vt.给…盖屋顶，覆盖 n.(Roof)人名；(英)鲁夫

584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585 roots 1 [ru tː] n. 根；根源；根本 v. 生根；扎根；根除

586 rough 1 [rʌf] adj.粗糙的；粗略的；粗野的；艰苦的；未经加工的 vt.使粗糙；粗暴对待；草拟 n.艰苦；高低不平的地面；未经
加工的材料；粗糙的部分 vi.举止粗野 adv.粗糙地；粗略地；粗暴地 n.(Rough)人名；(英)拉夫

5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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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8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589 sake 1 [seik] n.目的；利益；理由；日本米酒 n.(Sake)人名；(罗)萨克；(日)酒(姓)

590 saluki 1 [sə'lju:ki] n.萨卢基狗（一种体细长而高大，皮毛光滑的猎犬）

591 scattered 1 ['skætəd] adj.分散的；散乱的

592 schools 1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593 sciences 1 科学

594 scientific 1 [,saiən'tifik] adj.科学的，系统的

595 Scottish 1 ['skɔtiʃ] adj.苏格兰的；苏格兰人的；苏格兰语的 n.苏格兰人；苏格兰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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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7 seek 1 [si:k] vt.寻求；寻找；探索；搜索 vi.寻找；探索；搜索

598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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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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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1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602 she 1 [ʃi:] pron.她（主格）；它（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、船舶、地球、月亮等） n.女人；雌性动物 n.(She)人名；(中)佘(普通
话·威妥玛)

603 shelter 1 ['ʃeltə] n.庇护；避难所；遮盖物 vt.保护；使掩蔽 vi.躲避，避难 n.(Shelter)人名；(英)谢尔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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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5 shout 1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
606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607 Siberia 1 [sai'biəriə] n.西伯利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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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9 slightly 1 ['slaitli] adv.些微地，轻微地；纤细地

610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611 sn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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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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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2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613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614 sorts 1 ['sɔː ts] n. 种类 分类.

615 southeast 1 [,sauθ'i:st] adj.东南的；来自东南的 n.东南；东南地区 adv.来自东南

616 soviet 1 ['sauviət, 'sɔ-] adj.苏联的；苏维埃的；委员会的 n.苏维埃（代表会议）；委员会；代表会议

617 spawned 1 [s'pɔː nd] adj. 孵化的 动词spaw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6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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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19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620 spotlight 1 n.聚光灯；反光灯；公众注意的中心 vt.聚光照明；使公众注意 n.（Spotlight）聚焦

621 spotted 1 ['spɔtid] adj.有斑点的；斑纹的；弄污的 v.发现（spot的过去分词）；玷污；弄上污痕 n.(Spotted)人名；(英)斯波蒂德

622 statue 1 ['stætju:, -tʃu] n.雕像，塑像 vt.以雕像装饰

6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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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4 still 1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6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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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6 stoplight 1 ['stɒpˌlɑɪt] n. 停止行进标志；红色尾灯

627 sto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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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8 streets 1 [st'riː ts] 街道

6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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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0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631 subject 1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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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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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4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35 sunny 1 ['sʌni] adj.阳光充足的，和煦的；快活的；性情开朗的

636 survivors 1 [sə'vaɪvəz] 幸存者（survivor的复数）

637 Taft 1 [tæft;ta:ft] n.塔夫脱（姓氏）

638 tak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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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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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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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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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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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3 terrier 1 ['teriə] n.一种活泼的小狗；地籍册；国防自卫队 n.(Terrier)人名；(法)泰里耶

644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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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6 theodore 1 ['θi:ədɔ:; 'θiə-] n.希欧多尔（男子名）

647 theories 1 ['θɪərɪz] n. 理论 名词theory的复数形式

648 theorized 1 英 ['θɪəraɪz] 美 ['θiː əraɪz] v. 推理；建立理论；理论化 =theorise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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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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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1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652 threw 1 [θru:] v.抛（throw的过去式）；丢弃

6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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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4 tired 1 ['taiəd] adj.疲倦的；厌倦的，厌烦的 v.疲倦；对…腻烦（tir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655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656 traced 1 [treɪs] n. 痕迹；微量；踪迹 v. 追踪；描绘；找出根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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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57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
658 transmissible 1 [trænz'misəbl, træns-, trɑ:n-] adj.能传送的；能透射的；可传达的

659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660 treat 1 [tri:t] vt.治疗；对待；探讨；视为 vi.探讨；请客；协商 n.请客；款待 n.(Treat)人名；(英)特里特

661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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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3 truth 1 [tru:θ] n.真理；事实；诚实；实质

664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
665 tut 1 [tʌt] n.啧啧声 vi.发啧啧声 int.啧（表示不耐烦或指责） n.(Tut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、哈萨、乌兹、塔吉、吉尔、阿拉伯)图
特；(中)夺(广东话·威妥玛)

666 uk 1 [ˌju 'ːkeɪ] abbr. 英国(=United Kingdom)

667 underway 1 ['ʌndə'wei] adj.进行中的；起步的；航行中的 n.[公路]水底通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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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9 update 1 [ʌp'deit, 'ʌpdeit] vt.更新；校正，修正；使现代化 n.更新；现代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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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1 us 1 pron.我们

6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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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3 vaccinated 1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674 vaccination 1 [,væksi'neiʃən] n.接种疫苗；种痘

675 ventilators 1 ['ventɪleɪtəz] 通气孔

6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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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7 walls 1 ['wɔː lz] n. 墙壁

678 warnings 1 n. 警告信息（warning的复数形式）

679 warren 1 ['wɔrən, 'wɔ:-] n.养兔场；大杂院；拥挤的地区

6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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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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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2 watches 1 英 [wɒtʃ] 美 [wɑ tːʃ] v. 注视；看守；观看 n. 手表；监视；看守；值班

683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6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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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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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6 whatever 1 [hwɔt'evə, 'hwət-] adj.不管什么样的 pron.无论什么；诸如此类 conj.无论什么

687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688 widespread 1 ['waid'spred] adj.普遍的，广泛的；分布广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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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0 windows 1 ['windəuz] n.微软公司生产的“视窗”操作系统

691 witness 1 ['witnis] n.证人；目击者；证据 vt.目击；证明；为…作证 vi.作证人 n.(Witness)人名；(津)威特尼斯

692 wolves 1 [wulvz, 'wulvz] n.狼；贪婪者；色狼（wolf的复数） v.大口地快吃；狼吞虎咽（wolf的单三形式）

693 work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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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4 ya 1 ['jə] abbr.年轻人（youngadult）；偏航轴（yawaxis） n.(Ya)人名；(缅、柬、刚(金))亚；(日)矢(名)

695 yellow 1 adj.黄色的；黄皮肤的 adj.胆小的 n.黄色；黄种人；黄色颜料 vi.变黄或发黄 vt.使变黄或发黄

696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697 YouTube 1 英 ['ju tːjuːb] 美 ['ju tːuːb] n.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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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9 zoo 1 [zu:] n.动物园 n.(Zoo)人名；(朝)朱；(阿拉伯)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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