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2-01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8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and 4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 of 4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to 3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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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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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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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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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is 1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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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be 1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1 w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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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will 12 [wɪl] n.意志；决心；情感；遗嘱；意图；心愿 vt.决心要；遗赠；用意志力使 vi.愿意；下决心 aux.将；愿意；必须

13 cnn 11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14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5 or 11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
16 On 10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着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17 at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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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 his 9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9 air 8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20 all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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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u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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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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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mo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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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not 8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5 this 8 [ðis, 弱ðəs] pron.这；这个；这里 adj.这；本；这个；今 adv.这样地；这么 n.(This)人名；(法)蒂斯

26 freezing 7 ['fri:ziŋ] adj.冰冻的；严寒的；冷冻用的

27 have 7 [hæv, 弱həv, əv, v] vt.有；让；拿；从事；允许 aux.已经 n.(Have)人名；(芬)哈韦；(德)哈弗

28 if 7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9 rain 7 [rein] n.雨；下雨；雨天；雨季 vi.下雨；降雨 vt.大量地给；使大量落下 n.(Rain)人名；(法)兰；(英)雷恩；(罗、捷)赖恩

30 snow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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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bo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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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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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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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ground 6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35 into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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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ll 6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37 masks 6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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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shadow 6 n.阴影；影子；幽灵；庇护；隐蔽处 vt.遮蔽；使朦胧；尾随；预示 vi.变阴暗 adj.影子内阁的

39 tha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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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up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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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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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eather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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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w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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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winter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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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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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ecause 5 [bi'kɔz] conj.因为

47 Carl 5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48 CDC 5 abbr. 疾病控制中心(=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)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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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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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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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here 5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53 la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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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lo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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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may 5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56 on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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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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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phil 5 [fil] abbr.哲学（philosophy）

59 prediction 5 [pri'dikʃən] n.预报；预言

60 se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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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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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tim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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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way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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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whe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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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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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chuck 4 n.[机]卡盘；抚弄；赶走；恰克（人名） vt.丢弃，抛掷；驱逐；轻拍

68 dow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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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early 4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70 end 4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71 forecast 4 ['fɔ:kɑ:st] vt.预报，预测；预示 n.预测，预报；预想 vi.进行预报，作预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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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gre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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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groundhogs 4 n.（美国产的）土拨鼠( groundhog的名词复数 )

75 ice 4 [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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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ju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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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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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likely 4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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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9 mak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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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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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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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public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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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seen 4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85 temperatures 4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86 there 4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87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88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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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transportation 4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
91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92 able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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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across 3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94 allison 3 ['ælisən] n.艾利森（女子名）

95 americans 3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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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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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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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col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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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conditions 3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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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d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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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3 f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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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had 3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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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known 3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07 least 3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108 mask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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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migh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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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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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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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normal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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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particles 3 ['paː tɪklz] n. 碎木料 名词particle的复数形式.

114 Punxsutawney 3 [地名] [美国] 庞克瑟托尼

115 re 3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116 say 3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117 sleet 3 [sli:t] vi.下雨夹雪；下冰雹 vt.冻雨拍打；使下霰般落下 n.雨夹雪；雨淞

118 spring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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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system 3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120 temperature 3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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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travel 3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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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3 warm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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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wear 3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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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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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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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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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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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already 2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32 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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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apply 2 [ə'plai] vt.申请；涂，敷；应用 vi.申请；涂，敷；适用；请求

134 becomes 2 [bɪ'kʌm] v. 变成；成为；变得；适合（某人）；使（人）显得漂亮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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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Bernard 2 ['bə:nəd; bə'nɑ:d] n.伯纳德（男子名）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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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co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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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completely 2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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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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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43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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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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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47 expected 2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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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February 2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50 feel 2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151 foot 2 [fut] n.脚；英尺；步调；末尾 vi.步行；跳舞；总计 vt.支付；给……换底 n.(Foot)人名；(英)富特

152 forecasting 2 ['fɔː kɑːstɪŋ] 预测

153 frozen 2 ['frəuzn] adj.冻结的；冷酷的 v.结冰（freeze的过去分词）；凝固；变得刻板

154 gets 2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155 going 2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156 groundhog 2 ['graundhɔg] n.土拨鼠

157 highway 2 ['haiwei] n.公路，大路；捷径

158 hour 2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
159 hyper 2 ['haipə] adj.亢奋的；高度紧张的 n.宣传人员

160 immediately 2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
161 l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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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layer 2 n.层，层次；膜；[植]压条；放置者，计划者 vt.把…分层堆放；借助压条法；生根繁殖；将（头发）剪成不同层次 vi.
形成或分成层次；[植]通过压条法而生根

163 little 2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164 loo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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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looking 2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166 loop 2 [lu:p] vi.打环；翻筋斗 n.环；圈；弯曲部分；翻筋斗 vt.使成环；以环连结；使翻筋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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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 magnetic 2 [mæg'netik] adj.地磁的；有磁性的；有吸引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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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mauldin 2 n.(Mauldin)人名；(英)莫尔丁

170 medical 2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71 meteorologist 2 [,mi:tiə'rɔlədʒist] n.气象学者

172 mid 2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
173 Miles 2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174 Monday 2 ['mʌndi] n.星期一

175 mu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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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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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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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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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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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Pennsylvania 2 [,pensil'veinjə] n.宾夕法尼亚州（美国州名）

182 per 2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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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portions 2 英 ['pɔː ʃn] 美 ['pɔː rʃn] n. 部分；命运；分担的责任；份 v. 分配；命运注定

185 possible 2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186 precipitation 2 n.[化学]沉淀，[化学]沉淀物；降水；冰雹；坠落；鲁莽

187 question 2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188 refreeze 2 [riː 'friː z] vt. 再结冰；重新冻结；再制冷

189 requirement 2 [ri'kwaiəmənt] n.要求；必要条件；必需品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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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92 smith 2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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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song 2 [sɔŋ, sɔ:ŋ] n.歌曲；歌唱；诗歌；鸣声 n.(Song)人名；(泰)颂；(柬)松；(英)桑；(老)宋；(越)双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松

195 speeds 2 [spiː d] n. 速度；迅速 v. 加速；急行

196 Stat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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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super 2 ['sju:pə] adj.特级的；极好的 n.特级品，特大号；临时雇员 n.(Super)人名；(英)休珀

198 surface 2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
199 swept 2 [swept] v.扫除（sw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扫频的

200 systems 2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201 take 2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202 terms 2 [tə:mz] n.地位，关系；[法]条款；术语；措辞；价钱（term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称为（term的三单形式）

203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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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timber 2 ['timbə] n.木材；木料 n.(Timber)人名；(瑞典)廷贝尔

205 times 2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206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07 train 2 [trein] n.火车；行列；长队；裙裾 v.培养；训练；瞄准 n.(Train)人名；(英)特雷恩；(法)特兰；(意)特拉因

208 tub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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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Tuesday 2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10 tyler 2 ['tailə] n.泰勒（男子名）；秘密会所看守人（共济会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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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212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213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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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15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16 white 2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217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218 wonderland 2 ['wʌndəlænd] n.奇境，仙境；非常奇妙的地方

219 woody 2 ['wudi] adj.木质的；多树木的；木头似的 n.(Woody)人名；(英)伍迪

220 wrote 2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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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accuracy 1 ['ækjurəsi] n.[数]精确度，准确性

223 achieve 1 vt.取得；获得；实现；成功 vi.达到预期的目的，实现预期的结果，如愿以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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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advantages 1 英 [əd'vɑːntɪdʒ] 美 [əd'væntɪdʒ] n. 优势；有利条件 vt. 有利于

226 affordable 1 [ə'fɔ:dəbl] adj.负担得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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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agree 1 [ə̍ ɡriː ] vt.同意，赞成；承认；约定，商定 vi.vi.同意，意见一致；约定，商定

229 airlines 1 ['erlaɪns] n. 航空公司

230 airports 1 ['eəpɔː ts] 机场

231 aka 1 [,ei kei 'ei; 'ækə] abbr.又叫做，亦称（alsoknownas） n.(Aka)人名；(法、塞、土、科特、阿富)阿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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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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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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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ancient 1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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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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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automobiles 1 ['ɔː təməbiː lz] 汽车

240 back 1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
后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241 bacon 1 ['beikən] n.咸肉；腌肉；熏猪肉

242 Beauregard 1 博勒加德（人名）

243 bed 1 [bed] n.床；基础；河底，海底 vt.使睡觉；安置，嵌入；栽种 vi.上床；分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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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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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benefit 1 n.利益，好处；救济金 vt.有益于，对…有益 vi.受益，得益

247 bet 1 [bet] n.打赌，赌注；被打赌的事物 vt.打赌；敢断定，确信 vi.打赌 n.(Bet)人名；(意、以、瑞典、英)贝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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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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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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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1 blizzard 1 ['blizəd] n.暴风雪，大风雪；大打击 vi.下暴风雪 n.(Blizzard)人名；(英)布利泽德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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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bringing 1 [briŋ] vt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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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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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bust 1 [bʌst] vi.破产；爆裂；降低级别 vt.使破产；使爆裂；逮捕 n.破产；半身像；萧条；胸部 adj.破产了的；毁坏了的 n.(Bust)
人名；(德)布斯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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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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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259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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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chances 1 英 [tʃɑːns] 美 [tʃæns] n. 可能性；机会；偶然性 v. 偶然发生；碰巧；冒 ... (的险)

262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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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charges 1 [t'ʃɑːdʒɪz] n. 费用

265 Chattanooga 1 [,tʃætə'nu:gə] n.查特怒加市（美国田纳西州东南部城市）

266 chill 1 [tʃil] n.寒冷；寒意；寒心 adj.寒冷的；冷漠的；扫兴的 vt.冷冻，冷藏；使寒心；使感到冷 vi.冷藏；变冷

267 choice 1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268 chops 1 [tʃɔps] n.排骨；摆簧夹；削球（chop的复数） vt.砍（ch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69 Christmas 1 n.圣诞节；圣诞节期间

270 classic 1 ['klæsik] adj.经典的；古典的，传统的；最优秀的 n.名著；经典著作；大艺术家

271 cliffs 1 n. 克利夫斯(在美国；西经 117º00' 北纬 42º40')

272 cloth 1 [klɔθ, klɔ:θ] n.布；织物；桌布 adj.布制的 n.(Cloth)人名；(德)克洛特

273 cloud 1 [klaud] n.云；阴云；云状物；一大群；黑斑 vt.使混乱；以云遮敝；使忧郁；玷污 vi.阴沉；乌云密布 n.(Cloud)人名；
(法)克卢；(英)克劳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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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co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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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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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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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280 concept 1 ['kɔnsept] n.观念，概念

281 confidence 1 ['kɔnfidəns] n.信心；信任；秘密 adj.（美）诈骗的；骗得信任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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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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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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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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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couple 1 ['kʌpl] n.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结合；成婚 vt.结合；连接；连合 n.(Couple)人名；(法)库普勒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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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criminal 1 ['kriminəl] n.罪犯 adj.刑事的；犯罪的；罪恶的

289 Dakota 1 [də'kəutə] n.达科他（美国过去一地区名，现分为南、北达科他州） adj.达科他人的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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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deep 1 [di:p] n.深处；深渊 adj.深的；低沉的；深奥的 adv.深入地；深深地；迟 n.(Deep)人名；(英)迪普

292 degrees 1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
293 describes 1 [dɪ'skraɪb] vt. 描述；说成；形容；画(尤指几何图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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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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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298 disabilities 1 [ˌdɪsə'bɪləti] n. 无力；无能；残疾；不利条件

299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300 disposable 1 [dis'pəuzəbl] adj.可任意处理的；可自由使用的；用完即可丢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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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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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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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Dover 1 ['dəuvə] n.多佛（英国东南部的港口）

304 drink 1 [driŋk] vt.喝，饮；吸收；举杯庆贺 vi.喝酒；饮水；干杯 n.酒，饮料；喝酒

305 drop 1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306 dryer 1 ['draiə] n.烘干机；[助剂]干燥剂 n.(Dryer)人名；(英)德赖尔

307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308 Easter 1 ['i:stə] n.复活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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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edition 1 [i'diʃən] n.版本 版次 集

311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312 effectively 1 [i'fektivli] adv.有效地，生效地；有力地；实际上

313 encounter 1 [in'kauntə] vt.遭遇，邂逅；遇到 n.遭遇，偶然碰见 vi.遭遇；偶然相遇

314 entertainment 1 [,entə'teinmənt] n.娱乐；消遣；款待

315 enthusiasm 1 [in'θju:ziæzəm, in'θu:-] n.热心，热忱，热情

316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317 even 1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318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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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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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322 explain 1 [ik'splein] v.说明；解释

323 extreme 1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
324 face 1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325 factor 1 ['fæktə] n.因素；要素；[物]因数；代理人 vi.做代理商 vt.把…作为因素计入；代理经营；把…分解成 n.(Factor)人名；
(英)法克特

326 Fahrenheit 1 ['færəhait] adj.华氏温度计的；华氏的 n.华氏温度计；华氏温标

3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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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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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felix 1 ['fi:liks] n.菲力克斯（男子名）；费力克斯制导炸弹

330 ferry 1 ['feri] n.渡船；摆渡；渡口 vt.（乘渡船）渡过；用渡船运送；空运 vi.摆渡；来往行驶 n.(Ferry)人名；(法、德、英、印尼)
费里

331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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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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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flipside 1 n. 另一面；反面

335 floating 1 ['fləutiŋ] adj.流动的；漂浮的，浮动的 v.漂浮（float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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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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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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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freezes 1 [f'riː zɪz] 动词freez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340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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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343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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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4 globally 1 adv.全球地；全局地；世界上
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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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6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347 gusts 1 [ɡʌst] n. 突然一阵 n. 风味 vi. 猛吹

348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349 ham 1 [hæm] n.火腿；业余无线电爱好者；蹩脚演员 vi.表演过火 vt.演得过火 adj.过火的；做作的 n.(Ham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塞)
哈姆；(老)罕；(柬)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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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352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353 heart 1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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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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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hit 1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357 homemade 1 ['həum'meid] adj.自制的；国产的；像家里做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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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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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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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Illinois 1 [,ili'nɔi(z)] n.伊利诺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363 impacted 1 [im'pæktid] adj.压紧的；结实的；嵌入的；（人口）稠密的 v.装紧；挤满（impact的过去分词）

364 impacts 1 ['ɪmpækt] n. 影响；冲击力；撞击 vt. 挤入；压紧；撞击；对 ... 发生影响 vi. 冲击；撞击；产生影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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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improving 1 [ɪm'pruːvɪŋ] n. 改良；改进 动词impr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67 inches 1 [ɪntʃ] n. 英寸；少量 v. 慢慢移动 （复）inches: 身高.

368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
369 intensify 1 [in'tensifai] vi.增强，强化；变激烈 vt.使加强，使强化；使变激烈

370 interesting 1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
371 Iowa 1 ['aiəwə] n.爱荷华州（美国州名）

372 island 1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
373 kicker 1 ['kikə] n.踢者；爱发牢骚的人；喷射器 n.(Kicker)人名；(德)基克

374 kids 1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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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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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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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la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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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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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lee 1 [li:] n.保护；背风处 adj.保护的；庇荫的；避风的 n.(Lee)人名；(朝)李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利；(中)李(广东话·威
妥玛)
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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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2 lesser 1 ['lesə] adj.较少的；次要的；更小的 adv.较少地；更小地；不及 n.(Lesser)人名；(英、德)莱塞
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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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levitation 1 [,levi'teiʃən] n.升空；飘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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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literally 1 adv.照字面地；逐字地；不夸张地；正确地；简直
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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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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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388 love 1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
389 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390 lyrics 1 ['lɪrɪks] n. 抒情诗；歌词

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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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393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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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mal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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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mandates 1 ['mændeɪt] n. 命令；指令；要求；授权 v. 把(某一地区)置于委任管理下
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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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Maryland 1 ['mεərilænd] n.马里兰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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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meaning 1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
4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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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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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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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melting 1 ['meltiŋ] adj.融化的；溶解的；动人的；感伤的 v.融化（melt的ing形式）

405 melts 1 [melt] vi. 融化；熔化；消散 vt. 使融化；使熔化；使消散 n. 熔化物；融化；熔解

406 mention 1 ['menʃən] vt.提到，谈到；提及，论及；说起 n.提及，说起 n.(Mention)人名；(法)芒雄

407 meteorologists 1 n.气象学( meteorology的名词复数 )

408 mixture 1 ['mikstʃə] n.混合；混合物；混合剂

409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410 mother 1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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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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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names 1 [neɪmz] n.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.

414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415 nearing 1 英 [nɪə(r)] 美 [nɪr] adj. 近的；近似的；亲近的；吝啬的 adv. 在附近；不久以后；几乎；[罕]吝啬地 prep. 附近；接近；临
近；大约；(质量、大小等)相仿；濒临 v. 接近；靠近

416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417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418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419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420 noaa 1 ['nəuə] abbr.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（NationalOceanicandAtmosphericAdministration）

421 nor 1 [nɔ:, 弱 nə] conj.也不；也不是 adv.也不；也没有 n.(Nor)人名；(中)挪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马来、俄)诺尔；(柬)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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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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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odds 1 [ɔdz] n.几率；胜算；不平等；差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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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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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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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429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430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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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1 overwhelmingly 1 [,ovə'hwelmiŋli] adv.压倒性地；不可抵抗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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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2 pacific 1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
433 passengers 1 旅客

4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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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5 percent 1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
436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437 periods 1 ['pɪrɪədz] n.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.

438 pickled 1 ['pikld] adj.腌制的；盐渍的；烂醉如泥的

439 pig 1 n.猪；猪肉 vi.生小猪；像猪一样过活 n.警察（俚语，带有攻击性）

440 pigs 1 n.猪（pig的复数）

4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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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2 plain 1 [plein] adj.平的；简单的；朴素的；清晰的 n.平原；无格式；朴实无华的东西 adv.清楚地；平易地 n.(Plain)人名；(英)普
莱恩；(法)普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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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4 played 1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445 poi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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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6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447 pork 1 [pɔ:k] n.猪肉 vt.与女子性交 n.(Pork)人名；(俄)波尔克

448 Ports 1 n.[水运]港口，[电子][计]端口（port的复数） n.宝姿（服装品牌）

449 positive 1 ['pɔzətiv, -zi-] adj.积极的；[数]正的，[医][化学]阳性的；确定的，肯定的；实际的，真实的；绝对的 n.正数；[摄]正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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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practical 1 ['præktikəl] adj.实际的；实用性的

452 predict 1 [pri'dikt] vt.预报，预言；预知 vi.作出预言；作预料，作预报

453 predicting 1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
454 predictions 1 [prɪ'dɪkʃnz] 预言

455 previous 1 ['pri:vjəs] adj.以前的；早先的；过早的 adv.在先；在…以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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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7 proponents 1 n. 支持者；建议者（proponent的复数）

458 proprietary 1 [prəu'praiətəri] n.所有权；所有人 adj.所有的；专利的；私人拥有的

459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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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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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2 questionable 1 ['kwestʃənəbl] adj.可疑的；有问题的

463 quote 1 [kwəut, kəut] vt.报价；引述；举证 vi.报价；引用；引证 n.引用

464 rains 1 [reɪn] n. 雨；雨水 v. 下雨；(雨点般)落下

465 reaching 1 [riː tʃ] v. 到达；伸出；达成；取得联系；延伸；（伸手）去够 n. 范围；影响力；河段；等级

466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467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468 recommend 1 [,rekə'mend] vt.推荐，介绍；劝告；使受欢迎；托付 vi.推荐；建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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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0 refuse 1 [ri'fju:z, ri:-] n.垃圾；废物 vt.拒绝；不愿；抵制 vi.拒绝

471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472 report 1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4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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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4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475 requirements 1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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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7 residents 1 ['rezɪdənts] 居民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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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9 rib 1 [rib] n.肋骨；排骨；肋状物 vt.戏弄；装肋于

480 Richard 1 ['ritʃəd] n.理查德（男子名）

481 rule 1 [ru:l] vi.统治；管辖；裁定 n.统治；规则 vt.统治；规定；管理；裁决；支配 n.(Rule)人名；(英)鲁尔；(塞)鲁莱

4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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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3 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
484 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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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5 sa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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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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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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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9 seasonal 1 ['si:zənəl] adj.季节的；周期性的；依照季节的

4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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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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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2 serene 1 [si'ri:n] adj.平静的；安详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 n.平静；晴朗 vt.使平静

4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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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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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5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496 shovel 1 ['ʃʌvəl] n.铁铲；一铲的量；铲车 vt.铲除；用铲挖；把…胡乱塞入 vi.铲

497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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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9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500 sliver 1 ['slivə] n.梳毛，梳棉；裂片 vi.成为薄片；裂成小片 vt.使成薄片；使裂成小片

5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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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2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503 smooth 1 [smu:ð] adj.顺利的；光滑的；平稳的 vt.使光滑；消除（障碍等）；使优雅；缓和 n.平滑部分；一块平地 vi.变平静；
变平滑 adv.光滑地；平稳地；流畅地

504 snowfall 1 ['snəufɔ:l] n.降雪；降雪量

505 snowstorm 1 ['snəustɔ:m] n.暴风雪；雪暴

506 sout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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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7 southwest 1 [,sauθ'west] n.西南方 adj.西南的 adv.往西南；来自西南

508 speed 1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
繁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509 spilling 1 ['spɪlɪŋ] 泄漏

510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11 Staten 1 n.斯塔恩（岛）

512 stations 1 ['steɪʃn] n. 站；火车站；电视台；社会地位；牧羊场；驻地；岗位 v. 驻扎；安置

513 stays 1 [steɪ] v. 停留；逗留；保持 n. 停留；逗留

514 storm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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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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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6 sub 1 [sʌb] n.潜水艇；地铁；替补队员 vi.代替

517 subscribed 1 [səb'skraɪb] vt. 订阅；签名；支持；捐赠；同意

518 subway 1 ['sʌbwei] n.地铁；地道 vi.乘地铁

519 surrounded 1 [sə'raʊndɪd] adj. 被 ... 环绕着的 动词surrou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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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0 sweeps 1 [swi:ps] n.清扫；废屑；无赖汉（sweep的复数）；赌金（等于sweepstakes） v.清扫；拂去；使快速移动（sweep的单
三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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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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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23 teamed 1 [tiː m] n. 队；组 v. 使相配；使合作；结成一队 adj. 团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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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5 teens 1 ['ti:nz] n.十多岁，十几岁；青少年

5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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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7 terminals 1 ['tɜːmɪnlz] n. 终端；终点 名词terminal的复数形式.

5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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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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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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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1 theory 1 ['θiəri, 'θi:ə-] n.理论；原理；学说；推测

532 thin 1 [θin] adj.薄的；瘦的；稀薄的；微弱的 vt.使瘦；使淡；使稀疏 vi.变薄；变瘦；变淡 adv.稀疏地；微弱地 n.细小部分 n.
(Thin)人名；(越)辰；(柬)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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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4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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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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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7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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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9 trains 1 [treɪn] n. 列车；火车；行列；一系列 vt. 训练；培训；瞄准 vi. 进行锻炼，接收训练；练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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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1 traveling 1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
542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43 tune 1 [tju:n, tu:n] n.曲调；和谐；心情 vt.调整；使一致；为…调音 vi.[电子][通信]调谐；协调 n.(Tune)人名；(英)图恩

544 turbulence 1 ['tə:bjuləns] n.骚乱，动荡；[流]湍流；狂暴

545 turning 1 ['tə:niŋ] n.转向；旋转；回转；转弯处 v.旋转（turn的ing形式）

546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47 type 1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548 types 1 ['taɪps] n. 类型 v.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.

549 umbrella 1 [ʌm'brelə] n.雨伞；保护伞；庇护；伞形结构

5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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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1 unidentified 1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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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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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4 upon 1 [ə'pɔn] prep.根据；接近；在…之上

555 upside 1 n.优势，上面

5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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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7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558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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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0 variety 1 [英 [və̍ raɪəti] 美 [vəˈraɪɪti] n.多样；种类；杂耍；变化，多样化

561 vast 1 [vɑ:st, væst] adj.广阔的；巨大的；大量的；巨额的 n.浩瀚；广阔无垠的空间 n.(Vast)人名；(法)瓦斯特

562 vehicles 1 ['viː ɪklz] n. 交通工具；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.

5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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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4 warmer 1 n.取暖器；加热器；加热工人 adj.warm的比较级，更加温暖的

565 warned 1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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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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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67 wearing 1 [wεə riŋ, wεərŋ, 'wεəriŋ] adj.磨损的；穿用的；令人疲倦的 v.穿着；磨损（wear的ing形式） n.(Wearing)人名；(英)韦尔林

5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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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9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5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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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1 west 1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572 wetter 1 ['wetə] n.[助剂]湿润剂；（印刷前纸张的）湿润工 adj.湿的；多雨的（wet的比较级） n.(Wetter)人名；(德、法、捷、瑞
典)韦特尔

5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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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4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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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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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7 whistle 1 n.口哨；汽笛；呼啸声 vt.吹口哨；鸣汽笛

578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5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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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0 windchill 1 ['windtʃil] n.风寒指数（等于chillfactor） vt.用风冷却

581 winds 1 ['waɪndz] [ win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582 wintry 1 ['wintri] adj.寒冷的，冬天的；冷淡的

583 Wisconsin 1 [wis'kɔnsin] n.威斯康星州（美国州名）

5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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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5 woodchuck 1 ['wudtʃʌk] n.土拨鼠

586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587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588 worn 1 [wɔ:n] adj.疲倦的；用旧的 v.穿；磨损（wear的过去分词）；佩戴 n.(Worn)人名；(柬)翁；(英、葡)沃恩

589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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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1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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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3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