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2-03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11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and 4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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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to 3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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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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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1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 for 1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 it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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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this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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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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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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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O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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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they 1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4 unidentified 11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15 monkeys 9 ['mʌŋki] n. 猴子；猴一样的人 v. 嘲弄；胡闹；模仿

16 at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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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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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hav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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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space 8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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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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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games 7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23 has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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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monkey 7 ['mʌŋki] n.猴子；顽童 vi.胡闹；捣蛋 vt.嘲弄

25 some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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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their 7 [ðεə, 弱ðər] pron.他们的，她们的；它们的 n.(Their)人名；(英)蒂尔；(芬、瑞典)泰尔

27 Tokyo 7 ['təukjəu; -kiəu; 'tɔ:kjɔ:] n.东京（日本首都）

28 will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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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s 6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
30 been 6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31 golden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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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like 6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33 mal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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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nasa 6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
35 says 6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6 station 6 n.车站；驻地；地位；身份 vt.配置；安置；驻扎

37 there 6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38 were 6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9 you 6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40 astronauts 5 ['æstrənɔː ts] n.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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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ecause 5 [bi'kɔz] conj.因为

42 female 5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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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how 5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45 mo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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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47 Olympic 5 [əu'limpik] adj.奥林匹斯山的，奥林匹亚的；奥林匹克的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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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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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summer 5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51 these 5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2 ve 5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3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54 world 5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55 your 5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56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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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athletes 4 ['æθliː ts] 运动员

58 begin 4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59 chimney 4 ['tʃimni] n.烟囱

60 Chinese 4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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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d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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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3 foreign 4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64 forest 4 ['fɔrist] vt.植树于，使成为森林 n.森林 n.(Forest)人名；(法)福雷；(英、西)福雷斯特

65 government 4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66 high 4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67 if 4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68 japan 4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69 language 4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70 local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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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nosed 4 [nəuzd] adj.有…鼻子的 v.嗅；侦察出（nose的过去分词）

72 officials 4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73 olympics 4 英 [əʊ'lɪmpɪks] 美 [oʊ'lɪmpɪks] n. 奥林匹克运动会 =Olympic Games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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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region 4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76 snub 4 [snʌb] vt.冷落；严厉斥责；掐灭 n.冷落；斥责；突然的停止 adj.制动用的；短扁上翘的

77 ti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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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79 video 4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80 virus 4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81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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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what 4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
83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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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animals 3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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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area 3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86 black 3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87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88 climb 3 [klaim] vi.爬；攀登；上升 vt.爬；攀登；上升 n.爬；攀登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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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conservation 3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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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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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fear 3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94 from 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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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habitat 3 ['hæbitæt] n.[生态]栖息地，产地 n.(Habitat)人名；(德)哈比塔特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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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8 helms 3 [helm] n. 舵；驾驶盘；领导地位 n. 头盔（=helmet） vt. 掌舵；控制

99 hours 3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100 int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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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Japanese 3 [,dʒæpə'ni:z] adj.日本（人）的；日语的 n.日本人；日语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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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matter 3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104 Miles 3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105 minutes 3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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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08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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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over 3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110 pH 3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
111 pow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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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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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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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s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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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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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take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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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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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though 3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119 try 3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120 walks 3 ['wɔː ks] n. 脚步；小路 名词walk的复数形式.

121 well 3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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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124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25 Yunnan 3 ['ju:n'næn] n.云南（中国西南部一省）

126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127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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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altitude 2 n.高地；高度；[数]顶垂线；（等级和地位等的）高级；海拔

129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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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battle 2 ['bætl] n.战役；斗争 vi.斗争；作战 vt.与…作战 n.(Battle)人名；(英)巴特尔；(法)巴特勒；(西)巴特莱

132 Blake 2 [bleik] n.布莱克（英国作家）

133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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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called 2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135 cameras 2 ['kæmərəz] 照相机； 暗箱； 摄像机； 摄影机

136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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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china 2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138 climbing 2 ['klaimiŋ] adj.上升的；攀缘而登的 n.攀登 v.爬（climb的ing形式）

139 committee 2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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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conservancy 2 [kən'sə:vənsi] n.管理；保护；保存

142 consider 2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
143 corona 2 [kə'rəunə] n.[物]电晕；日冕；冠状物 n.(Corona)人名；(罗、葡、西、意、英)科罗纳，科罗娜(女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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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creek 2 [kri:k] n.小溪；小湾

146 disease 2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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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49 earth 2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
150 effort 2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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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Essig 2 n. 埃西格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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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experts 2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55 f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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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fa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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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fin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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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Florida 2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159 future 2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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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1 happen 2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62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63 hel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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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hold 2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165 hopefully 2 ['həupfuli] adv.有希望地，有前途地

166 hunting 2 ['hʌntiŋ] n.打猎；追逐；搜索 adj.打猎的；振荡的 v.狩猎；寻找（hunt的ing形式）；追捕 n.(Hunting)人名；(英)亨廷

167 installed 2 [ɪns'tɔː ld] adj. 安装的；任命的 动词insta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68 internationa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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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investigation 2 [in,vesti'geiʃən] n.调查；调查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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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ISS 2 n. 工业标准规格

171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72 ja 2 [jɑ:] abbr.军法官（judgeadvocate）；共同户头（jointaccount）

173 kind 2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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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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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make 2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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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mind 2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
179 minister 2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180 monitoring 2 ['mɔnitəriŋ] n.监视，[自]监控；检验，检查 v.监视，[通信][军]监听，监督（monitor的ing形式）

181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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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nature 2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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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85 numb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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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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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operating 2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
188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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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panda 2 ['pændə] n.熊猫；猫熊 n.(Panda)人名；(印、塞)潘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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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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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past 2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193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94 primates 2 [prai'meiti:z] n.灵长类

195 prime 2 [praim] adj.主要的；最好的；基本的 adv.极好地 n.初期；青年；精华；全盛时期 vt.使准备好；填装 vi.作准备 n.(Prime)
人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
196 quick 2 [kwik] n.核心；伤口的嫩肉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，敏捷的；灵敏的 adv.迅速地，快 n.(Qui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芬)奎
克

197 reports 2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198 rul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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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9 sav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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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saying 2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201 se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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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s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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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Slovenia 2 [sləu'vi:niə] n.斯洛文尼亚（南斯拉夫一共和国）

204 spacewalk 2 ['speiswɔ:k] n.太空漫步，太空行走；航天舱外活动

205 species 2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206 steven 2 ['sti:vən] n.史蒂文（男子名）

207 still 2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208 survival 2 [sə'vaivəl] n.幸存，残存；幸存者，残存物

209 susan 2 ['su:zən] n.苏珊（女子名）

210 tallest 2 ['tɔː lɪst] adj. 最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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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 team 2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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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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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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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tower 2 ['tauə] n.塔；高楼；堡垒 vi.高耸；超越 n.(Tower)人名；(英)托尔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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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villagers 2 ['vɪlɪdʒəz] n. 乡下人

218 voss 2 n. 沃斯

219 Weeks 2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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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wor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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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223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224 access 1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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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227 agencies 1 ['eɪdʒənsi] n. 代理；代理处；政府机构

228 ahead 1 adj.向前；在前的；领先 adv.向前地；领先地；在（某人或某事物的）前面；预先；在将来，为未来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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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aldrin 1 ['ældrin] n.[农药]艾氏剂；阿耳德林（一种杀虫剂） n.(Aldrin)人名；(德、瑞典)阿尔德林；(法)阿尔德兰；(英)奥尔德林

231 allowing 1 [ə'laʊ] vt. 允许；让某人得到；留出；同意（法律） vi. (for)考虑到；允许

232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233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234 alongside 1 [ə'lɔŋ'said] adv.在旁边 prep.在……旁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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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alternative 1 [ɔ:l'tə:nətiv] adj.供选择的；选择性的；交替的 n.二中择一；供替代的选择

237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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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240 arm 1 n.手臂；武器；袖子；装备；部门 vi.武装起来 vt.武装；备战

241 artificial 1 [,ɑ:ti'fiʃəl] adj.人造的；仿造的；虚伪的；非原产地的；武断的

242 ascend 1 [ə'send] vi.上升；登高；追溯 vt.攀登，上升

243 Asiatic 1 [,eiʃi'ætik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
244 assiste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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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astonishing 1 [ə'stɔniʃiŋ] adj.惊人的；令人惊讶的 v.使…惊讶；使…诧异（astonish的ing形式）

246 authorities 1 [ɔː 'θɒrɪtɪs] n. 当局；官方 名词authority的复数形式.

247 balance 1 ['bæləns] n.平衡；余额；匀称 vt.使平衡；结算；使相称 vi.保持平衡；相称；抵销 n.(Balance)人名；(西)巴兰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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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batteries 1 ['bætərɪz] n. 电池 名词battery 的复数形式.

250 bear 1 vt.结果实，开花（正式） vt.忍受；承受；具有；支撑 n.熊 n.(Bear)人名；(英)贝尔

251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252 Beijing 1 ['bei'dʒiŋ] n.北京（等于Peking或Pekin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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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beneath 1 [bi'ni:θ] prep.在…之下 adv.在下方

255 biodiversity 1 [,baiəudai'və:səti] n.生物多样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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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blinken 1 n. 布林肯

257 bowl 1 [bəul] n.碗；木球；大酒杯 vi.玩保龄球；滑动；平稳快速移动 vt.投球；旋转；平稳快速移动

258 bre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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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bright 1 [brait] adj.明亮的，鲜明的；聪明的；愉快的 adv.明亮地；光明地；欢快地 n.车头灯光 n.(Bright)人名；(英)布赖特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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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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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campaign 1 [kæm'pein] vi.作战；参加竞选；参加活动 n.运动；活动；战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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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cancelling 1 ['kænsəliŋ] n.取消；消除 v.取消；消除（cancel的ing形式）

265 captivity 1 [kæp'tivəti] n.囚禁；被关

266 catch 1 [kætʃ] vt.赶上；抓住；感染；了解 vi.赶上；抓住 n.捕捉；捕获物；窗钩

267 categorically 1 [,kæti'gɔrikli] adv.绝对地；直截了当地

268 cen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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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championship 1 ['tʃæmpiənʃip] n.锦标赛；冠军称号；冠军的地位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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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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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closely 1 ['kləusli] adv.紧密地；接近地；严密地；亲近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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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aches 1 英 [kəʊtʃ] 美 [koʊtʃ] n. 教练；经济舱；(火车)客车车厢；四轮马车 v. 指导；训练

276 coalition 1 [,kəuə'liʃən] n.联合；结合，合并

277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278 com 1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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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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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committed 1 [kə'mitid] adj.坚定的；效忠的；承担义务的 v.承诺；委托；干坏事；付诸（commit的过去分词）

282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283 compete 1 [kəm'pi:t] vi.竞争；比赛；对抗

284 completed 1 [kəm'pliː 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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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conducted 1 [kən'dʌkt] n. 行为；举动；品行 v. 引导；指挥；管理 vt. 导电；传热

287 conservationists 1 n.自然资源保护者，生态环境保护者( conservationist的名词复数 )

288 continuing 1 [kən'tɪnjuɪŋ] adj. 连续的；持续的；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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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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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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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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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4 crafts 1 英 [krɑ fːt] 美 [kræft] n. 工艺；手艺；狡诈；船舶；航空器；行会成员 vt. 手工制作；精心制作

295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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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298 cycles 1 ['saɪkl] n. 循环；周期；自行车；摩托车 v. 骑自行车；(使)轮转；(使)循环

299 darkness 1 ['dɑ:knis] n.黑暗；模糊；无知；阴郁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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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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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)达伊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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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dear 1 [diə] adj.亲爱的；尊敬的；昂贵的 adv.高价地；疼爱地 int.哎呀 n.亲爱的人 n.(Dear)人名；(英、西)迪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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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definition 1 [,defi'niʃən] n.定义；[物]清晰度；解说

305 determined 1 [di'tə:mind] adj.决定了的；坚决的 v.决定；断定（determine的过去分词）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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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discussed 1 [dɪs'kʌst] adj. 被讨论的；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08 Disney 1 ['dizni] n.迪斯尼（美国动画影片制作家及制片人）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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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doubt 1 [daut] n.怀疑；疑问；疑惑 v.怀疑；不信；恐怕；拿不准

311 dwindling 1 减少 变小 退化 使减少（dwindle的现在分词）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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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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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ensuring 1 英 [ɪn'ʃʊə(r)] 美 [ɪn'ʃʊr] vt. 担保；保证；使安全；确保

316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317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
318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319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320 eva 1 ['i:və; 'evə] n.伊娃（女子名）

321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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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existence 1 [ig'zistəns] n.存在，实在；生存，生活；存在物，实在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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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expensive 1 [ik'spensiv] adj.昂贵的；花钱的

326 experienced 1 [ik'spiəriənst] adj.老练的，熟练的；富有经验的

327 explaining 1 [ɪk'spleɪn] v. 说明；解释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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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9 extra 1 ['ekstrə] adv.特别地，非常；另外 n.临时演员；号外；额外的事物；上等产品 adj.额外的，另外收费的；特大的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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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332 fastened 1 英 ['fɑːsn] 美 ['fæsn] vt. 拴紧；使固定；系；强加于 vi. 固定；系紧；抓紧

333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334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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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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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fighting 1 ['faitiŋ] adj.战斗的；好战的；适于格斗的 n.战斗，搏斗 v.奋斗（fight的ing形式）；打仗；与…进行拳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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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340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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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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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344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345 football 1 ['fut,bɔ:l] n.足球，橄榄球 vi.踢足球；打橄榄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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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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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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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349 funnel 1 ['fʌnl] n.漏斗；烟囱 vt.通过漏斗或烟囱等；使成漏斗形 vi.通过漏斗等；成漏斗形

350 fur 1 [fə] n.皮，皮子；毛皮；软毛 n.水垢 vt.用毛皮覆盖；使穿毛皮服装 n.(Fur)人名；(法)菲尔；(瑞典)富尔

351 game 1 [geim] n.游戏；比赛 adj.勇敢的 vi.赌博 n.(Game)人名；(英)盖姆；(法)加姆；(西)加梅

352 generations 1 [dʒenə'reɪʃnz] n. 世代

353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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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glover 1 ['glʌvə] n.制造手套商；手套贩卖商 n.(Glover)人名；(西、法)格洛韦尔；(英)格洛弗

356 gloves 1 [ɡ'lʌvz] n. 手套（名词glove的复数形式）

357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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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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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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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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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handy 1 ['hændi] adj.便利的；手边的，就近的；容易取得的；敏捷的 n.(Handy)人名；(英)汉迪

363 hanging 1 ['hæŋiŋ] n.悬挂；绞刑；帘子，幔帐 adj.悬挂着的 v.悬挂（hang的ing形式）

364 hangs 1 [hæŋ] v. 悬挂；(使)低垂；悬浮(在空中)；逗留；绞死 n. 悬挂方式；悬挂；绞刑

365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366 heat 1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
367 heated 1 ['hi:tid] adj.热的；激昂的；激动的 v.加热；使兴奋（heat的过去分词）

368 height 1 [hait] n.高地；高度；身高；顶点

369 Heights 1 n.高度（电影名）

370 helpful 1 ['helpful] adj.有帮助的；有益的
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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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2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373 highlighted 1 ['haɪlaɪtɪd] adj. 突出的 动词highligh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74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375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
376 holes 1 英 [həʊlz] 美 [hoʊlz] n. 洞；孔 名词hole的复数形式.

377 home 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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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Hopkins 1 ['hɔpkinz] n.霍普金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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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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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hunters 1 n. 亨特斯(在美国；西经 118º12' 北纬 48º09'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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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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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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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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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indicating 1 ['ɪndɪkeɪtɪŋ] adj. 指示的；标志的 动词indicate的现在分词.

389 infrared 1 [,infrə'red] n.红外线 adj.红外线的

390 inquisitive 1 [in'kwizətiv] adj.好奇的；好问的，爱打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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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1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392 installing 1 [ɪns'tɔː lɪŋ] n. 安装；任命 动词install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93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394 ioc 1 abbr. 国际奥委员会(=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)

395 James 1 [dʒeimz] n.詹姆斯（姓氏，男子名）；《雅各书》

396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397 journalist 1 ['dʒə:nəlist] n.新闻工作者；报人；记日志者

398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399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400 jump 1 [dʒʌmp] n.跳跃；暴涨；惊跳 vt.跳跃；使跳跃；跳过；突升 vi.跳跃；暴涨；猛增 n.(Jump)人名；(英)江普

401 kate 1 [keit] n.凯特（女子名，等于Catherine）

402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403 kelly 1 ['keli] n.黄绿色，鲜绿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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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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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ladder 1 ['lædə] n.阶梯；途径；梯状物 vi.成名；发迹 vt.在……上装设梯子

408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409 lasting 1 ['lɑ:stiŋ, 'læstiŋ] adj.持久的；永恒的 n.[纺]厚实斜纹织物 v.持续；维持（last的ing形式）

410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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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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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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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letter 1 ['letə] n.信；字母，文字；证书；文学，学问；字面意义 vt.写字母于 vi.写印刷体字母 n.(Letter)人名；(英)莱特

415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416 likened 1 ['laɪkən] v. 比作；比拟；使像

417 livelihoods 1 ['laɪvlɪhʊdz] 农民生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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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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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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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logging 1 ['lɔgiŋ, 'lɔ:g-] n.记录；伐木工作 v.把…锯成段木；砍伐树木（log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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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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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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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5 lots 1 [lɔts] n.大量，许多；一堆；命运（lot的复数） adv.很，非常 v.抽签；分组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（lot的三单形式）

4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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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7 magic 1 ['mædʒik] n.巫术；魔法；戏法 adj.不可思议的；有魔力的；魔术的 n.(Magic)人名；(英)马吉克

428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4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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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manmade 1 英 ['mænmeɪd] 美 ['mænˌmeɪd] adj. 人造的、合成的

4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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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2 mark 1 n.标志；马克；符号；痕迹；分数 vi.作记号 vt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 n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

433 martin 1 ['mɑ:tin] n.紫崖燕

434 meat 1 [mi:t] n.肉，肉类（食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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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5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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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7 mike 1 n.扩音器，麦克风；话筒；休息,游手好闲 vi.使用扩音器；偷懒,游手好闲 vt.用扩音器传送；用窃听器窃听

438 missions 1 ['mɪʃn] n. 使命；代表团；任务；布道

439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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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Mountains 1 ['mauntins] n.山脉；[地理]山区；山岳（mountain的复数）

442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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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4 multi 1 ['mʌlti] pref.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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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6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447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448 NBA 1 [ˌenbiː 'eɪ] abbr. 窄带分配（=Narrow-Band Allocation） abbr. 美国职业篮球联赛(=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)

449 NCAA 1 abbr. (美国)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(=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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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452 Nebraska 1 [ni'bræskə] n.内布拉斯加州

453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54 neighbors 1 ['neɪbɔː z] n. 邻居 名词neighbor的复数形式. =neighbours.

455 network 1 ['netwə:k] n.网络；广播网；网状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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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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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8 Noguchi 1 [nəu'gu:tʃi:] n.野口

459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460 object 1 ['ɔbdʒikt, -dʒekt, əb'dʒekt] n.目标；物体；客体；宾语 vt.提出…作为反对的理由 vi.反对；拒绝

461 odyssey 1 ['ɔdisi] n.奥德赛（古希腊史诗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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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officer 1 ['ɔfisə, 'ɔ:-] n.军官，警官；公务员，政府官员；船长 vt.指挥 n.(Officer)人名；(英)奥菲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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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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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6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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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8 orbiting 1 ['ɔː bɪtɪŋ] n. 轨道运行；旋转运动；转圈 动词orbit的现在分词.

4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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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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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1 organizers 1 ['ɔː ɡənaɪzəz] n. 组织者（organizer的复数）

472 organizing 1 v.组织（organize的ing形式）；使有机化 n.组织 adj.组织上的

473 origins 1 ['ɒrɪdʒɪnz] n. 起源 名词origin的复数形式.

474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475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476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477 Paralympics 1 [,pærə'limpiks] n.原为脊髓病患者举行的运动会

478 participated 1 英 [pɑ 'ːtɪsɪpeɪt] 美 [pɑ rː'tɪsɪpeɪt] vi. 参加；参与 vt. 分享

479 partners 1 英 ['pɑ tːnə(r)] 美 ['pɑ rːtnər] n. 伙伴；搭档；伴侣；合伙人 v. 同 ... 合作；做 ... 的搭档

480 patrol 1 [pə'trəul] n.巡逻；巡逻队；侦察队 vt.巡逻；巡查 vi.巡逻；巡查

481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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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2 peggy 1 ['pegi] n.佩吉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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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4 persist 1 [pə'sist, -'zist] vi.存留，坚持；持续，固执 vt.坚持说，反复说

485 pitched 1 [pitʃt] adj.斜的；人字形的 v.使倾斜；扎营；投掷（pitch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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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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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9 playbook 1 ['pleibuk] n.剧本

490 pong 1 [pɔŋ] n.乒乓球；恶臭；难闻的气味 vi.发出难闻的气味 adj.乒乓的 n.(Pong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榜；(柬)邦；(泰)蓬；
(中)庞(广东话·威妥玛)

491 populations 1 [pɒpjʊ'leɪʃnz] 居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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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3 postponed 1 英 [ˌpəʊst'pəʊnd] 美 [ˌpoʊst'poʊnd] adj. 延期的；缓办的 动词postpo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94 pound 1 [paund] n.英镑；重击，重击声；兽栏；拘留所 vt.捣烂；敲打；监禁，拘留 vi.连续重击，猛击 n.(Pound)人名；(英)庞德

495 prefectures 1 [p'riː fektjuəz] 郡县制

496 preparations 1 [prepə'reɪʃnz] n. 准备，准备工作，配制剂（名词prepar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497 prerequisite 1 ['pri:'rekwizit] n.先决条件 adj.首要必备的

498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499 pressing 1 ['presiŋ] n.压；冲压件 adj.紧迫的；迫切的；恳切的 v.压；按；熨烫衣物（press的ing形式） n.(Pressing)人名；(德)普
雷辛

500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501 privately 1 ['praivitli] adv.私下地；秘密地

502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503 proposal 1 [prəu'pəuzəl] n.提议，建议；求婚

504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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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6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507 proverb 1 ['prɔvə:b] n.谚语，格言；众所周知的人或事

508 province 1 ['prɔvins] n.省；领域；职权

509 proving 1 ['pru:viŋ] v.证明；校对；发酵（prove的ing形式） n.证明；检查；校对 adj.检验的

510 publicly 1 ['pʌblikli] adv.公然地；以公众名义

511 pun 1 [pʌn] vi.说双关语；说俏皮话 n.双关语；俏皮话 vt.捣实敲打 n.(Pun)人名；(柬)本；(泰)汶

5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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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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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4 raps 1 [ræp] n. 轻敲；拍击；责骂；厉声说出；说唱音乐；谈话；最少量 vi. 轻敲；表演说唱音乐；畅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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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6 reached 1 到达

5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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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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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19 relay 1 ['ri:lei, ri'lei] vi.转播；接替 n.[电]继电器；接替，接替人员；驿马 vt.转播；使接替；分程传递

5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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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1 remained 1 [rɪ'meɪn] v. 剩余；逗留；留下；依然；保持 n. 剩余物；遗迹；残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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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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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4 residents 1 ['rezɪdənts] 居民

525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526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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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7 robotic 1 [rəu'bɔtik] adj.机器人的，像机器人的；自动的 n.机器人学

528 ropes 1 英 [rəʊps] 美 [roʊps] n. 栏绳 名词rope的复数形式.

529 route 1 [ru:t, raut] vt.按某路线发送 n.路线；航线；通道

530 rubins 1 鲁宾斯,拉脱维亚足球运动员

5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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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2 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
5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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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4 santa 1 ['sæntə] n.圣诞老人（等于SantaClaus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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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6 Scott 1 [skɔt] n.斯科特（男子名）

5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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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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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9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540 selling 1 ['seliŋ] n.销售；出售 v.出售（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(Selling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塞林

541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542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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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4 sheep 1 [ʃiː p] n.羊，绵羊；胆小鬼

5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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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6 shouting 1 ['ʃəutiŋ] n.大喊大叫 vi.大喊大叫（shout的现在分词）

547 shu 1 abbr.上海大学（ShanghaiUniversity）；辣味强弱程度（ScovilleHeatUnits） n.(Shu)人名；(缅)舒

548 significant 1 [sig'nifikənt] adj.重大的；有效的；有意义的；值得注意的；意味深长的 n.象征；有意义的事物

549 sites 1 [saɪt] n. 地点；位置；现场 vt. 使 ... 位于

5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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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1 soichi 1 十一

552 sought 1 [sɔ:t] v.寻找（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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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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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55 specifically 1 [spi'sifikəli] adv.特别地；明确地

556 sports 1 n.运动；运动会（sport的复数）；（报纸）体育版面；突变；娱乐 adj.运动的；适用于运动的 v.娱乐；戏弄（sport的
第三人称单数）

557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558 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559 square 1 [skwεə] adj.平方的；正方形的；直角的；正直的 vt.使成方形；与…一致 vi.一致；成方形 n.平方；广场；正方形 adv.成
直角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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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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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2 starts 1 [s'tɑ tːs] v. 开始；启动；开创（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开始；开创（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）

563 steam 1 [sti:m] vt.蒸，散发；用蒸汽处理 n.蒸汽；精力 vi.蒸，冒水汽 adj.蒸汽的

5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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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5 stretches 1 [stretʃ] v. 伸展；延伸；张开；夸大 n. 伸展；张开；弹性；一段时间；<俚>刑期 adj. 可伸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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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7 subscription 1 [səb'skripʃən] n.捐献；订阅；订金；签署

568 successfully 1 [sək'sesfəli] adv.成功地；顺利地

569 sunlight 1 ['sʌnlait] n.日光 n.(Sunlight)人名；(英)森莱特

570 sup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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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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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1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572 supporting 1 [sə'pɔ:tiŋ] adj.支持的；辅助性的；次要的 n.支持；支承面 v.支持；供养（suppor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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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4 survive 1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
575 Switzerland 1 ['switsələnd] n.瑞士（欧洲国家）

5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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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7 tall 1 [tɔ:l] adj.高的；长的；过分的；夸大的 adv.夸大地 n.(Tall)人名；(马里、阿拉伯)塔勒；(芬、罗、瑞典)塔尔；(英)托尔；
(土)塔勒

578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579 thankfully 1 ['θæŋkfulli] adv.感谢地；感激地

580 theirs 1 [ðεəz] pron.他们的；她们的；它们的

581 thousand 1 ['θauzənd] n.一千；一千个；许许多多 adj.成千的；无数的

582 throated 1 [θrəut] n.喉咙；嗓子，嗓音；窄路 vt.开沟于；用喉音说

5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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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4 Tibet 1 [ti'bet] n.西藏（中国一自治区）

585 tigers 1 n. 老虎 名词tiger的复数形式.

5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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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7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588 tomorrow 1 [tə'mɔrəu, -'mɔ:-] n.明天；未来 adv.明天；未来地（等于to-morrow）

589 Tony 1 ['təuni] n.托尼（男名）

590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591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5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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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3 torch 1 [tɔ:tʃ] n.火把，火炬；手电筒；启发之物 vi.像火炬一样燃烧 vt.用火炬点燃

594 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
595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5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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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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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8 transparent 1 [træns'pærənt, -'pεə-, trænz-, trɑ:n-] adj.透明的；显然的；坦率的；易懂的

599 traps 1 [træps] n.[计]陷阱；圈套（trap的复数形式）；手提行李；随身用物品

600 treasure 1 ['treʒə, 'trei-] n.财富，财产；财宝；珍品 vt.珍爱；珍藏 n.(Treasure)人名；(英)特雷热

601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602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603 unconvinced 1 [ˌʌnkən'vɪnst] adj. 不信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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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5 untrue 1 [,ʌn'tru:] adj.不真实的；不合标准的；不忠实的；不正当的

606 upcoming 1 ['ʌp,kʌmiŋ] adj.即将来临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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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8 upgraded 1 ['ʌpgreɪdɪd] adj. 提高的；改善的 动词upgra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609 upgrades 1 [ˌʌp'ɡreɪd] vt. 升级；提高；改善 adv. 向上地 n. 升级；上坡

610 vaccinations 1 接种

611 vehicular 1 [vi:'hikjulə] adj.车辆的；作为媒介的；用车辆运载的

612 vent 1 [vent] n.（感情的）发泄；出口；通风孔 vt.发泄感情；放出…；给…开孔 vi.放出；（通过排泄等）减轻压力 n.(Vent)人
名；(德)芬特；(英、捷、芬)文特

613 victor 1 ['viktə] n.胜利者 n.(Victor)人名；(俄、罗、保、匈)维克托

614 village 1 ['vilidʒ] n.村庄；村民；（动物的）群落

615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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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6 visiting 1 ['vizitiŋ] n.拜访，访问；参观 adj.参观的；游览的 v.参观（visit的现在分词）；拜访

617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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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9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620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6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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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2 weighed 1 [weɪ] v. 衡量；称(重量)；重达 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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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4 Whitson 1 n. 惠特森

625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626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627 wildlife 1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628 wire 1 ['waiə] n.电线；金属丝；电报 vt.拍电报；给…装电线 vi.打电报 n.(Wire)人名；(英)怀尔

629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6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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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31 woo 1 [wu:] vt.追求；招致；向…求爱；恳求 vi.求爱；恳求

632 woodlands 1 n. 伍德兰兹(在加拿大；西经 97º40' 北纬 50º12')

633 words 1 [wə:dz] n.[计]字（word的复数）；话语；言语 v.用言语表达（word的三单形式）

634 work 1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635 Wuhan 1 ['wu:'hɑ:n] n.武汉（中国湖北省省会）

636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6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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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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