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2-02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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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cident 1 ['æksidənt] n.事故；意外；[法]意外事件；机遇

3 accusations 1 n.指责( accusation的名词复数 ); 指控; 控告; （被告发、控告的）罪名

4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5 activists 1 ['æktɪvɪsts] 积极分子

6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7 advantage 1 [əd'vɑ:ntidʒ, əd'væn-] n.优势；利益；有利条件 vi.获利 vt.有利于；使处于优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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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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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greement 1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11 ain 1 [æn] adj.（苏格兰）自己的 n.艾因河；一种压缩软件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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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lgorithm 1 ['ælgəriðəm] n.[计][数]算法，运算法则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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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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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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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8 amid 1 [ə'mid] prep.在其中，在其间 n.(Amid)人名；(法、阿拉伯)阿米德

19 an 9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0 anchor 1 n.锚；抛锚停泊；靠山；新闻节目主播 vt.抛锚；使固定；主持节目 vi.抛锚 adj.末棒的；最后一棒的

21 and 3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2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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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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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nnouncement 1 [ə'naunsmənt] n.公告；宣告；发表；通告

26 anoth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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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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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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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rea 3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31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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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arrest 2 [ə'rest] vt.逮捕；阻止；吸引 n.逮捕；监禁 n.(Arrest)人名；(德)阿雷斯特

34 arresting 1 [ə'restiŋ] adj.醒目的，有趣的；引人注意的 v.逮捕（arrest的ing形式）

35 as 7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
36 Asian 1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
37 aspects 1 ['æspekts] 方面；方位；外观；外貌（aspect的复数）

38 assisting 1 [ə'sɪst] vt. 帮助；协助 vi. 帮助；出席 n. 帮助；协助；助攻；协助的器械

39 assuming 1 [ə'sju:miŋ] adj.傲慢的；不逊的；僭越的 v.假设（assume的ing形式）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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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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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1 attacked 1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42 Aung 3 n.(Aung)人名；(缅)昂

43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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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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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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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6 ballot 1 ['bælət] n.投票；投票用纸；投票总数 vi.投票；抽签决定 vt.使投票表决；拉选票 n.(Ballot)人名；(英)巴洛特；(法)巴洛

47 bamboo 1 [bæm'bu:] n.竹，竹子 vt.为…装上篾条 adj.竹制的；土著居民的

48 Bangladesh 3 [,ba:ŋglə'deʃ] n.孟加拉国（亚洲国家）

49 be 6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50 beautiful 2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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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53 been 5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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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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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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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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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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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bi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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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biggest 3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61 biologist 1 [bai'ɔlədʒist] n.生物学家

62 blue 1 n.蓝色；[复数]（美国海、陆、空三军穿的）蓝色制服；蓝颜料；[theblue(s)][用作单数或复数]布鲁斯（歌曲）（一种伤
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.蓝色的；沮丧的，忧郁的；下流的 vt.把…染成蓝色；使成蓝色；给…用上蓝剂；用上蓝剂于 vi.变成
蓝色，呈蓝色 n.（英、西、意）布卢（人名）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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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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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box 1 [bɔks] n.箱，盒子；包厢；一拳 vi.拳击 vt.拳击；装…入盒中；打耳光 n.(Box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博克斯

66 breath 1 [breθ] n.呼吸，气息；一口气，（呼吸的）一次；瞬间，瞬息；微风；迹象；无声音，气音

67 broadest 1 [brɔː d] adj. 宽广的；清楚无误的；明显的；胸怀开阔的；粗俗的 n. <俚>女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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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brutally 1 ['bru:təli] adv.残忍地；野蛮地；兽性地

70 Burma 1 ['bə:mə] n.缅甸（东南亚国家）

71 Burmese 2 [,bə:'mi:z] adj.缅甸的；缅甸人的；缅甸语的 n.缅甸语；缅甸人

72 bus 1 [bʌs] n.公共汽车 乘公共汽车

73 buses 1 ['bʌsiz] n.公共汽车（bus的复数形式） v.乘公共汽车；用公共汽车运送（bu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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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buzz 1 vt.使嗡嗡叫；暗中散布 vi.作嗡嗡声；东奔西忙 n.嗡嗡声 n.网络口碑（消费者或网民对于品牌、产品等广告主在乎的事情
在网上发出的各种声音） n.(Buzz)人名；(英)巴兹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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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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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andidates 1 ['kændɪdeɪts] n. 申请求职者；候选人；投考者 名词candidate的复数形式.

79 capable 1 ['keipəbl] adj.能干的，能胜任的；有才华的

80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81 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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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celebrated 1 ['selibreitid] adj.著名的；有名望的 v.庆祝（celeb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84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85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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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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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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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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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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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citizen 1 ['sitizən] n.公民；市民；老百姓

91 civilian 2 [si'viljən] adj.民用的；百姓的，平民的 n.平民，百姓

92 civilians 1 n. 平民；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.

93 civility 1 [si'viləti] n.礼貌；礼仪；端庄

94 claimed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
95 claims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
96 cleansing 1 ['klenziŋ] adj.清净的，有去污作用的 n.净化；洗清 v.清洗；使…纯洁（cleanse的ing形式）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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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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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come 2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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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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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complicate 1 ['kɔmplikeit] vt.使复杂化；使恶化；使卷入

103 conflicts 1 英 ['kɒnflɪkt] 美 ['kɑːnflɪkt] n. 冲突；战斗；矛盾；斗争 vi. 冲突；抵触；争执

104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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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country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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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coup 3 [ku:] n.政变；妙计；出乎意料的行动；砰然的一击 vt.使…颠倒；使…倾斜 vi.推倒；倾斜；溢出 n.(Coup)人名；(法)库普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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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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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0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11 crackdown 1 ['krækdaun] n.镇压；（美）制裁；强制取缔；惩罚

112 cracking 1 ['krækiŋ] adj.重大的；敏捷的；出色的 adv.非常；极其 n.破裂；分馏 v.破裂；打开；变声（crack的ing形式）

113 creature 1 ['kri:tʃə] n.动物，生物；人；创造物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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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crushed 1 [krʌʃt] adj. 压碎的；碾碎的；起皱的 动词cr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16 crushing 1 ['krʌʃiŋ] adj.压倒的；决定性的；不能站起来；支离破碎的 v.压破，征服，冲入（cr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117 cubs 1 ['kʌbz] n. 幼童军，童子军

118 dark 1 adj.黑暗的，深色的；模糊的；无知的；忧郁的 n.黑暗；夜；黄昏；模糊 n.（Dark）人名；（英）达克 n.（Dark）《暗
黑》（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）

119 database 1 ['deitəbeis] n.数据库，资料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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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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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decades 2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
123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124 declaring 1 [dɪk'leərɪŋ] n. 声明；宣告 动词decla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25 dee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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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deepens 1 ['diː pən] vt. 使 ... 加深； 使 ... 强烈 vi. 加深； 变浓

127 defacto 1 英 [diː 'fæktəʊ] 美 [diː 'fæktoʊ] adj. <拉>事实上的； 实际上的 adv. <拉>事实上； 实际上

128 defended 1 [dɪ'fend] v. 防守；防护；辩护

129 democracy 2 [di'mɔkrəsi] n.民主，民主主义；民主政治

130 democratic 1 [,demə'krætik,-kəl] adj.民主的；民主政治的；大众的

131 democratization 1 [di-,mɔkrətai'zeiʃən, -ti'z-] n.民主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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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 descent 1 [di'sent] n.下降；血统；袭击 vt.除去…的气味；使…失去香味

133 despite 2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
134 detained 1 [dɪ'teɪn] vt. 扣留；拘押；耽搁；延误

135 devastating 1 ['devəsteitiŋ] adj.毁灭性的；全然的 v.摧毁（devastate的ing形式）；毁坏

136 dictatorship 1 [dik'teitəʃip] n.专政；独裁权；独裁者职位

137 disturbing 1 [di'stə:biŋ] adj.令人不安的；烦扰的 v.干扰；打断（disturb的ing形式）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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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40 doing 2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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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duration 1 n.持续，持续的时间，期间 [语音学]音长，音延

143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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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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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elected 2 v.（进行）选举(el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推举； 选择；决定（做某事）

147 election 2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
148 elections 1 n. 选举，选举制；投票（election的复数形式）

149 electoral 1 [i'lektərəl] adj.选举的；选举人的

150 elkin 1 n. 埃尔金

151 elkins 1 n. 埃尔金斯

152 emergency 2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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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4 encourages 1 英 [ɪn'kʌrɪdʒ] 美 [ɪn'kɜ rːɪdʒ] vt. 鼓励；促进；支持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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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endangered 2 [in'deindʒəd] adj.濒临灭绝的；有生命危险的

157 enormous 1 [i'nɔ:məs] adj.庞大的，巨大的；凶暴的，极恶的

158 entered 1 ['entə(r)d] adj. 进入的 动词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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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escape 1 vt.逃避，避开，避免；被忘掉；被忽视 vi.逃脱；避开；溜走；（气体，液体等）漏出；（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
而）逃脱；声音（不自觉地）由…发出 n.逃跑；逃亡；逃走；逃跑工具或方法；野生种；泄漏

161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62 ethnic 3 ['eθnik] adj.种族的；人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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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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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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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excitement 1 [ik'saitmənt] n.兴奋；刺激；令人兴奋的事物

167 expanding 1 英 [ɪks'pændɪŋ] 美 [ɪk'spændɪŋ] adj. 扩展的；扩充的 动词expand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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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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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71 faded 1 ['feɪdɪd] adj. 已褪色的；已凋谢的 动词fa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72 fallen 1 ['fɔ:lən] adj.堕落的；落下来的；陷落的 v.落下；跌倒（fall的过去分词）

173 fancy 1 n.幻想；想象力；爱好 adj.想象的；奇特的；昂贵的；精选的 vt.想象；喜爱；设想；自负 vi.幻想；想象 n.(Fancy)人
名；(法)方西

174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75 female 3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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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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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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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finally 1 ['fainəli] adv.最后；终于；决定性地

179 fin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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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fingerprint 1 ['fiŋgəprint] n.指纹；手印 vt.采指纹

181 finished 1 ['finiʃt] adj.完结的，完成的；精巧的 v.完成；结束；毁掉（finish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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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fish 3 [fiʃ] vi.捕鱼，钓鱼；用钩捞取 n.鱼，鱼类 vt.钓鱼，捕鱼；搜寻 n.(Fish)人名；(英、西)菲什；(俄)菲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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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186 flake 1 [fleik] vi.剥落；成片状剥落 vt.使…成薄片；将…剥落 n.小薄片；火花 n.(Flake)人名；(英)弗莱克；(德)弗拉克

187 flee 1 [fli:] vi.逃走；消失，消散 vt.逃跑，逃走；逃避

188 fleeing 1 [fliː ] vi. 逃走；消失；逃避；(时间)飞逝 vt. 逃离

189 flurry 1 ['flʌri] n.慌张；疾风；飓风；骚动 vt.使恐慌；使激动 vi.慌张；激动

190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91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192 forecasters 1 n.预报员( forecaster的名词复数 )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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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fought 1 [fɔ:t] v.战斗（fight的过去分词）；打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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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fraud 1 [frɔ:d] n.欺骗；骗子；诡计 n.(Fraud)人名；(法)弗罗

197 frolicking 1 [f'rɒlɪkɪŋ] 嬉戏； 嬉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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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fun 2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
200 further 1 ['fə:ðə] adv.进一步地；而且；更远地 adj.更远的；深一层的 vt.促进，助长；增进

201 genocide 1 ['dʒenəusaid] n.种族灭绝；灭绝整个种族的大屠杀

202 genus 1 ['dʒi:nəs] n.类，种；[生物]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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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gills 1 [gɪls] n. 鳃；垂肉；吉耳(体积单位) 名词gill的复数形式.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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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glad 2 adj.高兴的；乐意的 vt.使......高兴 n.(Glad)人名；(塞、瑞典)格拉德；(英)格莱德；(法、挪)格拉

207 go 2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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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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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go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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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government 6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212 gray 1 [grei] adj.灰色的；苍白的；灰白头发的；阴郁的 n.灰色；暗淡的光线 vi.成为灰色或灰白 vt.使成灰色或灰白 n.(Gray)人
名；(意)格拉伊；(英、法、葡、瑞典)格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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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215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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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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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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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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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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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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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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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headed 1 ['hedid] adj.有头的；有标题的 v.率领（head的过去分词）；朝向；走在…的前头

223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224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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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227 h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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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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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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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history 2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231 holidays 1 ['hɔlədiz] adv.每逢假日，在假日 v.度假（holiday的单三形式） n.假日（holiday的复数形式）

232 hom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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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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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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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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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Hubble 1 n.哈勃(姓氏)(天文学)

238 huge 2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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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ice 1 [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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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id 1 [id] n.遗传素质；本能冲动 n.(Id)人名；(阿拉伯)埃德；(芬)[心理]伊德

242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43 importance 1 [im'pɔ:təns] n.价值；重要；重大；傲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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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in 3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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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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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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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249 incommunicado 1 ['inkə,mju:ni'kɑ:dəu] adj.被单独监禁的 不愿被打扰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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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independence 1 [,indi'pendəns] n.独立性，自立性；自主

252 instability 1 [,instə'biləti] n.不稳定（性）；基础薄弱；不安定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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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intimidating 1 [in'timideitiŋ] adj.吓人的

255 into 2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
256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57 is 1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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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it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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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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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jumping 1 ['dʒʌmpiŋ] adj.跳跃的 n.障碍 vi.跳（jump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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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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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justify 1 ['dʒʌstifai] vi.证明合法；整理版面 vt.证明…是正当的；替…辩护

264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265 know 3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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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Kyi 5 n.(Kyi)人名；(缅)枝(女名)，基(男名)

268 landslide 1 n.[地质]山崩；大胜利 vi.发生山崩；以压倒优势获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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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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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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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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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73 league 1 [li:g] n.联盟；社团；范畴 vt.使…结盟；与…联合 vi.团结；结盟 n.(League)人名；(英)利格

274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275 lemur 1 ['li:mə] n.[脊椎]狐猴 n.(Lemur)人名；(法)勒米尔

276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77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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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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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linked 1 [liŋkt] adj.连接的；联合的；显示连环遗传的 v.连接；串联（link的过去分词）

280 litt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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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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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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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long 3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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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loss 1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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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male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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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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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9 mandate 1 ['mændeit] n.授权；命令，指令；委托管理；受命进行的工作 vt.授权；托管

290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91 map 1 [mæp] vt.映射；计划；绘制地图；确定基因在染色体中的位置 n.地图；示意图；染色体图 vi.基因被安置 n.(Map)人名；
(法)马普

292 mapped 1 ['mæpt] 动词ma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93 marine 1 [mə'ri:n] adj.船舶的；海生的；海产的；航海的，海运的 n.海运业；舰队；水兵；（海军）士兵或军官 n.(Marine)人
名；(西)马里内；(英)马林

294 match 1 [mætʃ] vt.使比赛；使相配；敌得过，比得上；相配；与…竞争 vi.比赛；匹配；相配，相称；相比 n.比赛，竞赛；匹
配；对手；火柴

295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296 matters 1 ['mætəz] n. 事情 名词matt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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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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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meerkat 1 ['miəkæt] n.猫鼬（“蒙哥”的一种）

300 Members 4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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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militant 1 adj.好战的 n.富有战斗性的人；好斗者；激进分子

303 military 18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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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min 1 分钟(minute)

305 minority 1 n.少数民族；少数派；未成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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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more 3 [mɔ:] adv.更多；此外；更大程度地 adj.更多的；附加的 pron.更多的数量 n.更多 n.(More)人名；(英、法)莫尔；(意、西、
以)莫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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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310 muslim 1 ['muzlim; 'mʌz-] n.穆斯林；穆罕默德信徒 adj.伊斯兰教的

311 Muslims 1 穆斯林

312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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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Myanmar 10 ['mjænmɑ:] n.缅甸（东南亚国家）

315 nasa 1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
316 nation 2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317 national 4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318 nationwide 1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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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neighboring 1 ['neibəriŋ] adj.邻近的；附近的（等于neighbouring） v.与…为邻；位于附近（neighbor的ing形式）

321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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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n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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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Nobel 2 [nəu'bel] n.诺贝尔（瑞典化学家及发明家，发明炸药，创设诺贝奖）；诺贝尔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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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noticed 1 ['nəʊtɪst] v. 注意，通知，留意（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27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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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number 1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
330 Numbers 2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331 occasions 1 [ə'keɪʒn] n. 场合；时机；理由；机会；盛大场面 vt. 引起；致使

332 of 5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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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O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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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one 3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
336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337 only 1 ['əunli] adv.只，仅仅；不料 adj.唯一的，仅有的；最合适的 conj.但是；不过；可是

338 o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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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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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41 o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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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ov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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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overthrow 1 [,əuvə'θrəu, 'əuvəθrəu] n.推翻；倾覆；瓦解 vt.推翻；打倒；倾覆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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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owned 1 [əund] v.拥有；承认（own的过去分词） adj.自身拥有的

346 pandas 2 ['pændəz] 熊猫（panda的复数形式）

347 parrot 1 ['pærət] n.鹦鹉；学舌者，应声虫；机械模仿别人的人 vt.机械地模仿 n.(Parrot)人名；(英、俄、葡)帕罗特；(法)帕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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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8 part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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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349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
350 pattern 3 ['pætən] n.模式；图案；样品 vt.模仿；以图案装饰 vi.形成图案

351 peace 2 [pi:s] n.和平；平静；和睦；秩序 n.(Peace)人名；(英)皮斯

352 people 7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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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pH 1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
355 photo 3 ['fəutəu] n.照片

356 photograph 1 ['fəutəgrɑ:f, -græf] vt.为…拍照；使深深印入 vi.拍照；在照片上显得 n.照片，相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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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play 3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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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politicians 1 [pɒlɪ'tɪʃnz] 政治家

361 politics 1 ['pɔlitiks] n.政治，政治学；政治活动；政纲

362 polls 1 n. 投票区 abbr. 议会联机图书馆研究(=Parliamentary On Line Library Study)
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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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pow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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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predicted 1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
366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367 pretense 2 [pri'tens, 'pri:t-] n.借口；虚假；炫耀；自吹（等于pretence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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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prize 2 [praiz] n.奖品；奖赏；战利品 vt.珍视；捕获；估价 adj.获奖的

370 pro 1 [prəu] adv.赞成地 n.赞成者；赞成的意见 prep.赞成 n.(Pro)人名；(意)普罗

371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372 project 1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373 protect 2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374 protecting 1 [prə'tektiŋ] adj.保护的；防护的 v.保护；防护（protect的ing形式）

375 proven 1 ['pru:vən] v.证明（prove的过去分词）

376 providing 1 [prəu'vaidiŋ] conj.假如，以…为条件 v.供给（provide的ing形式）；预备

377 public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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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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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rakhine 1 n.若干（缅甸地名）

380 re 10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381 read 1 [ri:d] vt.阅读；读懂，理解 vi.读；读起来 n.阅读；读物 adj.有学问的 n.(Read)人名；(英)里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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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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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recognition 1 [,rekəg'niʃən] n.识别；承认，认出；重视；赞誉；公认

385 rejecting 1 ['riː dʒekt] vt. 拒绝；排斥；驳回；丢弃 n. 不合格产品；被拒之人

386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387 reminder 1 [ri'maində] n.暗示；提醒的人/物；催单

388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389 replaced 1 [rɪ'pleɪsd] adj. 被替换的 动词re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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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391 responded 1 英 [rɪ'spɒnd] 美 [rɪ'spɑːnd] v. 回答；响应；反应；反应灵敏；反响 n. [建]壁联；[宗]应唱圣歌

392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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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3 rohingya 1 罗兴亚族（ 缅甸的一个穆斯林族群）

394 rohingyas 1 罗兴迦人

3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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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ruled 1 [ru lː] n. 规则；条例；习惯；统治；直尺 v. 支配；统治；画直线

397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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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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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San 2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
401 save 1 vt.节省；保存；储蓄；解救 vi.节省；挽救 prep.除...之外 n.救援 n.(Save)人名；(法)萨夫；(意、保、西、罗、塞、瑞典)
萨薇(女名)，萨韦

402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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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scan 1 [skæn] vt.扫描；浏览；细看；详细调查；标出格律 vi.扫描；扫掠 n.扫描；浏览；审视；细看

404 scenes 1 ['siː nz] n. 场景；背景，景色（名词scene的复数形式）

405 school 3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406 scientists 2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407 sea 2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4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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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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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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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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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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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shadow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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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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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6 shark 7 [ʃɑ:k] n.鲨鱼；骗子 vi.诈骗 vt.敲诈

417 sharks 6 英 [ʃɑːk] 美 [ʃɑ rːk] n. 鲨鱼 n. 贪婪的人；放高利贷的人；老手 v. 诈取；诈骗
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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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19 shocking 1 ['ʃɔkiŋ] adj.令人震惊的；可怕的，令人厌恶的；糟糕的 v.感到震惊；震动；冲突（shock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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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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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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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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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5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426 skin 1 [skin] n.皮肤；外皮 vt.剥皮 vi.愈合；长皮

427 sky 1 [skai] n.天空；顶点 vt.把…投向空中；把…挂得过高 vi.踢或击高空球；把桨叶翘得过高；飞涨 n.(Sky)人名；(英)斯凯

428 slaughtering 1 ['slɔː tərɪŋ] n. 屠宰 动词slaughter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29 sled 1 [sled] n.雪橇 vi.乘雪橇；用雪橇运 vt.用摘棉机摘；用雪橇运

430 smithsonian 1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(United States National Museum) 史密斯森协会(联合国博物馆)

431 snorkel 1 ['snɔ:kəl] n.通气管；潜艇换气装置 vi.用水下通气管潜航

432 sn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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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3 snowy 1 ['snəui] adj.下雪的，多雪的；被雪覆盖的；洁白无瑕的

4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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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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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5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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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6 sort 1 [sɔ:t] n.种类；方式；品质 vi.分类；协调；交往 vt.将…分类；将…排序；挑选出某物

4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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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8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439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440 species 3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441 spots 3 [spɒts] n. 污点 名词spot的复数形式.

442 stars 1 [stɑ:z] n. 星星，明星（star的复数形式）

443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444 sta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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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staying 1 英 ['steɪɪŋ] 美 ['steɪŋ] n. 拉线(撑；刚性结合)；停留 动词stay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4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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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7 streets 1 [st'riː ts] 街道

448 student 1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4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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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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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Suu 5 Suspension Unit,悬挂装置

452 swam 1 [swæm] v.游泳（swim的过去式）

453 swim 2 [swim] vi.游泳；漂浮；浸；眩晕 vt.游过；使浮起 n.游泳；漂浮；眩晕 adj.游泳时穿戴的

454 swimming 1 ['swimiŋ] n.游泳；目眩 adj.游泳的；游泳用的；善于游泳的；晕眩的 v.游泳；漂浮；旋转（swim的ing形式）

455 symbol 1 ['simbəl] n.象征；符号；标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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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7 tak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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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8 taken 3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459 takeover 1 ['teik,əuvə] n.接管；验收

460 ta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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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61 telescope 1 ['teliskəup] vt.压缩；使套叠 vi.套叠；变短 n.望远镜；缩叠式旅行袋

4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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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textbook 1 ['tekstbuk] n.教科书，课本

464 Thailand 1 ['tailænd; -lənd] n.泰国（东南亚国家名）

465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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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6 that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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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the 7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468 their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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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9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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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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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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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3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474 they 1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75 this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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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6 thousands 4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477 threat 2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4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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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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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9 tim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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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0 to 3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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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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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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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3 to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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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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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5 transition 1 [træn'siʒən, -'ziʃən, trɑ:n-] n.过渡；转变；[分子生物]转换；变调

486 translated 1 [træns'leɪt] v. 翻译；解释；转移；调动

487 traumatic 1 adj.（心理）创伤的 adj.（生理）外伤的

4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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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89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490 troops 1 n.[军]部队；[军]军队（troop的复数形式）

491 troubled 2 ['trʌbld] adj.动乱的，不安的；混乱的；困惑的

492 troubling 1 adj.令人不安的;令人烦恼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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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495 uncertainty 1 [,ʌn'sə:tənti] n.不确定，不可靠

496 under 3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497 uneasy 1 [,ʌn'i:zi] adj.不舒服的；心神不安的；不稳定的

498 unidentified 18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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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0 untranslated 2 [ʌntræns'leɪtɪd] n. 非翻译

501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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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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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us 4 pron.我们

5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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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5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506 ve 6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07 verify 1 ['verifai] vt.核实；查证

5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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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9 video 5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510 violent 1 ['vaiələnt] adj.暴力的；猛烈的

511 Virginia 1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
5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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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3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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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4 warm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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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5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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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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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8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519 w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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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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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1 we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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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523 weigh 1 [wei] vt.权衡；考虑；称…重量 vi.重量为…；具有重要性；成为…的重荷；起锚 n.权衡；称重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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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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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5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5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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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7 whale 11 [hweil] vt.猛揍；使惨败 vi.捕鲸 n.鲸；巨大的东西 n.(Whale)人名；(英)惠尔

528 what 3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
5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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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0 where 4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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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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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534 wild 2 [waild] adj.野生的；野蛮的；狂热的；荒凉的 n.荒野 adv.疯狂地；胡乱地 n.(Wild)人名；(英)怀尔德；(法、德、葡、捷、
匈)维尔德

535 winner 1 ['winə] n.胜利者 n.(Winn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纳

536 winning 1 ['winiŋ] adj.胜利的；获胜的 n.胜利；获得；成功 v.获胜（win的ing形式） n.(Winn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法)温宁

537 with 1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5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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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9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40 wondering 1 ['wʌndəriŋ] adj.疑惑的；觉得奇怪的 v.想知道（wonder的ing形式）；惊奇

541 work 2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5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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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544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人名；(英)朗

545 Yangon 2 ['jɑ:n'gɔn] n.仰光（缅甸最大城市，等于Rangoon）

546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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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8 yesterday 1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
549 you 7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550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551 zoo 2 [zu:] n.动物园 n.(Zoo)人名；(朝)朱；(阿拉伯)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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