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2-04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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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bo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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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ccording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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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curate 1 ['ækjurət] adj.精确的

5 acres 1 ['eɪkəs] n. 土地；耕地；地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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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8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9 affected 1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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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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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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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ir 7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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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lberta 1 [æl'bə:tə] n.亚伯达（加拿大西部的一个省）

16 alike 1 [ə'laik] adj.相似的；相同的 adv.以同样的方式；类似于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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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llow 3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
19 allowing 2 [ə'laʊ] vt. 允许；让某人得到；留出；同意（法律） vi. (for)考虑到；允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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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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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23 altitude 1 n.高地；高度；[数]顶垂线；（等级和地位等的）高级；海拔

24 am 1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-ed
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25 America 3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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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nd 4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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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noth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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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nymore 1 ['eni'mɔ:] adv.再也不，不再

31 approach 3 [ə'prəutʃ] n.方法；途径；接近 vt.接近；着手处理 vi.靠近

32 approaches 1 英 [ə'prəʊtʃ] 美 [ə'proʊtʃ] v. 靠近；接近；接洽；要求；达到；动手处理 n. 途径；方法；接近；接洽；要求；路径；
进场着陆；相似的事物

33 ar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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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35 artic 4 ['ɑ:tik] n.汽车列车

36 as 9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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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 ate 1 [et,eit] v.吃（eat的过去式）

39 Atlanta 1 [ət'læntə] n.亚特兰大（美国城市）

40 attendance 1 n.出席；到场；出席人数；考勤

41 bac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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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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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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backtrack 1 ['bæktræk] vi.[计]回溯；由原路返回；放弃 vt.追踪；循迹调查

43 Banff 7 [bænf] n.班芙（英国苏格兰东北部一座港市）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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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ay 2 [bei] n.海湾；狗吠声 vt.向…吠叫 vi.吠叫；大声叫嚷 n.(Bay)人名；(越)七；(英、老)贝；(德、意、罗、捷、土、丹)巴伊；
(匈)鲍伊；(瑞典)巴伊

46 be 20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7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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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been 7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50 before 5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51 begin 2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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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54 belo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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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56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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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
59 bite 1 [bait] vt.咬；刺痛 n.咬；一口；咬伤；刺痛 vi.咬；刺痛 abbr.机内测试设备（Built-InTestEquipment） n.(Bite)人名；(匈)比泰

60 blac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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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blast 1 ['baiəu,blæst] n.爆炸；冲击波；一阵 vi.猛攻 vt.爆炸；损害；使枯萎 n.(Blast)人名；(德)布拉斯特

62 boasts 1 英 [bəʊst] 美 [boʊst] v. 自夸；吹牛；以...为荣 n. 自夸；引以为荣的事物

63 both 2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64 bottled 1 ['bɔtld] adj.瓶装的

65 bow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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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Brady 1 ['breidi] n.布雷迪（男子名）；贝迪（公司及其品牌名）

67 breathtaking 1 ['breθ,teikiŋ] adj.惊人的；惊险的；令人激动的

68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69 bronc 1 [brɔŋk] n.北美西部产的野马（等于bronco）

70 Brooklyn 2 ['bruklin] n.布鲁克林（美国纽约西南部的一区）

71 broward 1 n. 布劳沃德

72 buccaneers 1 n. 海盗（buccaneer的复数） vi. 当海盗（buccaneer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73 buck 1 [bʌk] n.（美）钱，元；雄鹿；纨绔子弟；年轻的印第安人或黑人 n.(Buck)人名；(英、西)巴克；(法)比克；(德、瑞典、
匈)布克

74 bundle 1 ['bʌndl] n.束；捆 vt.捆 vi.匆忙离开

75 bureau 1 ['bjuərəu] n.局，处；衣柜；办公桌 n.(Bureau)人名；(法)比罗

76 bu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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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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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ake 1 [keik] n.蛋糕；块状物；利益总额 vt.使结块 vi.结成块状 n.(Cake)人名；(英)凯克；(塞)察凯

79 called 1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80 can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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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82 Carl 5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83 cases 3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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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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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catching 1 ['kætʃiŋ] adj.传染性的；有魅力的 v.抓住（catch的ing形式）

86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87 causing 2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88 census 1 ['sensəs] vt.实施统计调查 n.人口普查，人口调查

89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
90 challenging 1 ['tʃælindʒiŋ] adj.挑战的；引起挑战性兴趣的 v.要求；质疑；反对；向…挑战；盘问（challenge的ing形式）

91 champs 1 [tʃæmp] v. 大声地嚼；迫不及待 n. 冠军(=champion)

92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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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cheering 1 ['tʃiəriŋ] n.欢呼；喝彩 adj.令人高兴的 v.欢呼（cheer的ing形式）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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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chiefs 2 n. 首领（chief的复数）

97 children 3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98 chris 2 [kris] n.克里斯（男子名）；克莉丝（女子名）

99 Christmas 2 n.圣诞节；圣诞节期间

100 circumstances 1 ['sɜːkəmstənsɪz] n. 情况；境遇；事项；详细情节 名词circumstance的复数形式.

101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102 city 5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03 clarity 1 ['klærəti] n.清楚，明晰；透明 n.(Clarity)人名；(英)克拉里蒂

104 Clarke 1 [klɑ:k] n.[地化]克拉克（姓氏）

105 classes 1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106 classrooms 1 [k'læsruːmz] 教室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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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109 closed 3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110 closing 2 ['kləuziŋ] adj.收盘的；结束的；结尾的 n.结尾辞 v.关闭（close的ing形式）

111 closures 4 英 ['kləʊʒə(r)] 美 ['kloʊʒər] n. 关闭；关口；讨论终结；终结

112 clothing 1 ['kləuðiŋ] n.（总称）[服装]服装；帆装 v.覆盖（clothe的ing形式）；给…穿衣

113 cnn 8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114 cold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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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combination 1 [,kɔmbi'neiʃən] n.结合；组合；联合；[化学]化合

116 combines 1 [kəm'baɪn] v. 联合；使结合；结合 n. 集团；联合收割机；联合企业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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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com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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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9 communities 2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120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
121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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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concerns 3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124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125 consensus 4 [kən'sensəs] n.一致；舆论；合意

126 consequences 1 影响效果

127 considered 2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128 continent 2 ['kɔntinənt] n.大陆，洲，陆地 adj.自制的，克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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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contribute 1 vt.贡献，出力；投稿；捐献 vi.贡献，出力；投稿；捐献 [过去式contributed过去分词contributed现在分词
contributing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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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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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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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coronavirus 2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134 could 4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35 countries 4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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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county 4 ['kaunti] n.郡，县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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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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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cozy 1 [ˈkəuzi] n.保温罩 vt.蒙骗；抚慰 adj.舒适的；安逸的

141 Dade 2 n. 戴德

142 dangers 2 丹赫尔斯

143 dates 1 [deɪt] n. 日期；年代；会晤时间；约会；约会对象；枣椰树；枣子 v. 给 ... 标明日期；确定年代；过时；显老；和 ... 约
会；追溯到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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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146 debate 1 [di'beit] vt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vi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n.辩论；辩论会

147 decide 1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148 decisions 2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
149 defending 1 [dɪ'fend] v. 防守；防护；辩护

150 degrees 3 英 [di'ɡri:z] 美 [dɪ'ɡri:z] n. 度；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.

151 depending 1 [dɪ'pendɪŋ] n. 依赖；信任；决定于 动词depend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52 describe 1 [di'skraib] vt.描述，形容；描绘

153 destination 1 [,desti'neiʃən] n.目的地，终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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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diamond 1 ['daiəmənd] n.钻石，金刚石；菱形；方块牌 adj.菱形的；金刚钻的 n.(Diamond)人名；(英、意、葡)戴蒙德；(法)迪亚
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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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distancing 1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
158 districts 2 ['dɪstrɪkt] n. 地区；行政区 vt. 把 ... 划分成区

159 divisive 1 [di'vaisiv] adj.分裂的；区分的；造成不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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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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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done 2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163 doors 1 [dɔ:z] n.大门；入口；通道（door的复数）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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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downtown 1 ['daun'taun] adv.往闹市区；在市区 adj.市中心的 n.市中心区；三分线以外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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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drivers 1 [d'raɪvəz] n. 驱动器；驱动程序；司机 名词driv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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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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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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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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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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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eating 1 ['i:tiŋ] adj.侵蚀的；可生食的；进餐用的 n.吃；食物 v.吃（eat的ing形式）

175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176 educators 1 ['edʒʊkeɪtəz] 教育者

177 effective 1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
178 eighty 1 ['eiti] n.八十；八十岁；八十年代 adj.八十的，八十个的；八十岁的 num.八十

179 elementary 1 [,eli'mentəri] adj.基本的；初级的；[化学]元素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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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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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enforce 1 [in'fɔ:s] vt.实施，执行；强迫，强制

183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184 enrollment 2 [in'rəulmənt] n.登记；入伍

185 entirely 1 [in'taiə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

186 especially 2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87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88 Europe 2 ['juərəp] n.欧洲

189 eve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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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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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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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evident 1 ['evidənt] adj.明显的；明白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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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exceptions 1 [ɪk'sepʃənz] n. 例外 名词excep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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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197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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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explaining 1 [ɪk'spleɪn] v. 说明；解释

200 exposure 1 [ik'spəuʒə] n.暴露；曝光；揭露；陈列

201 fac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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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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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205 fans 1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
206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207 February 3 ['februəri] n.二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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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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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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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few 2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212 fewer 2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213 field 2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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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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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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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Florida 2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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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folks 1 ['fəʊks] n. 人们；家人；父母 名词folk的复数形式.

219 for 1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20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221 forecasters 2 n.预报员( forecaster的名词复数 )

222 forecasts 1 英 ['fɔː kɑːst] 美 ['fɔː rkæst] n. 预测；预报 v. 预测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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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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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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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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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freezing 1 ['fri:ziŋ] adj.冰冻的；严寒的；冷冻用的

229 frigid 2 ['fridʒid] adj.寒冷的，严寒的；冷淡的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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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frostbite 1 ['frɔstbait] vt.使冻伤；使受霜害 vi.参加冬季帆船比赛 n.冻伤；冻疮；霜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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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German 1 ['dʒə:mən] adj.德国的；德语的，德国人的 n.德语；德国人

234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35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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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7 goat 1 [gəut] n.山羊；替罪羊（美俚）；色鬼（美俚）

238 goats 1 n. 山羊属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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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government 5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241 governments 2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242 groundhogs 1 n.（美国产的）土拨鼠( groundhog的名词复数 )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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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4 hair 1 [hεə] n.头发；毛发；些微 vt.除去…的毛发 vi.生长毛发；形成毛状纤维 adj.毛发的；护理毛发的；用毛发制成的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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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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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has 8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
248 hav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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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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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Hawaii 1 [hə'waii:] n.夏威夷岛；夏威夷（美国州名）

251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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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253 heaviest 1 ['hevɪɪst] adj. 最重的 形容词heavy的最高级.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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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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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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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hi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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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259 Hills 1 n.希尔思（猫粮品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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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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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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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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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horse 1 n.马；骑兵；脚架；海洛因 vt.使骑马；系马于；捉弄 vi.骑马；作弄人 n.(Horse)人名；(瑞典)霍尔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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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ho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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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Houston 1 ['hju:stən] n.休斯顿（美国得克萨斯州港市）

268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269 ice 3 [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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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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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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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implement 1 ['implimənt, 'impliment] vt.实施，执行；实现，使生效 n.工具，器具；手段

273 in 4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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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74 inaudible 3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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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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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278 incredible 1 adj.难以置信的，惊人的；极好的

279 infection 2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
280 inform 1 [in'fɔ:m] vt.通知；告诉；报告 vi.告发；告密

281 instantly 1 ['instəntli] adv.立即地；马上地；即刻地 conj.一…就…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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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invade 1 [in'veid] vt.侵略；侵袭；侵扰；涌入 vi.侵略；侵入；侵袭；侵犯

284 Ireland 1 ['aiəland] n.爱尔兰

285 is 2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86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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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it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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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Italy 1 ['itəli] n.意大利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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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James 2 [dʒeimz] n.詹姆斯（姓氏，男子名）；《雅各书》

292 Jams 1 [dʒæmz] n.宽短裤；短裤睡衣

293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294 jerseys 1 英 ['dʒɜːzi] 美 ['dʒɜ rːzi] n. 毛线衫；毛织运动衫 Jersey: 泽西岛； 泽西乳牛.

295 journal 1 ['dʒə:nəl] n.日报，杂志；日记；分类账

296 jumps 1 v.跳跃；暴增（jump的三单形式） n.跳跃；猛涨（jump的复数）

297 just 1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298 Kansas 3 ['kænzəs] n.堪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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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keeps 1 ['kiː ps] n. 生计；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.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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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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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kindergarten 1 ['kində,gɑ:tən] n.幼儿园；幼稚园

304 kiting 1 ['kaitiŋ] n.挪用补空；开空头支票；[金融]冒空；补空

305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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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6 known 4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307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克；(匈)洛克

308 la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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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largest 2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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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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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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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313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314 learning 8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315 least 2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316 level 3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317 lift 1 [lift] vt.举起；提升；鼓舞；空运；抄袭 vi.消散；升起；耸立 n.电梯；举起；起重机；搭车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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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list 1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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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little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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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ll 2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323 local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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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locals 1 ['ləʊklz] n. 当地

325 located 2 英 [ləʊ'keɪtɪd] 美 ['loʊkeɪtɪd] adj. 处于；位于

326 lockdown 1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327 lodge 1 [lɔdʒ] n.旅馆；门房；集会处；山林小屋 vt.提出；寄存；借住；嵌入 vi.寄宿；临时住宿 n.(Lodge)人名；(英、西)洛奇

328 logo 1 ['lɔgəu, 'ləug-] n.商标，徽标；标识语 n.(Logo)人名；(英、塞)洛戈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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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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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louise 1 [lu:'i:z] n.路易丝（女子名）

332 loved 1 [lʌvd] v.热爱（lov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恋爱的；受珍爱的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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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lowest 1 ['ləuist] adj.最低的；最小的（low的最高级）；最底下的

335 luck 1 [lʌk] n.运气；幸运；带来好运的东西 vi.靠运气，走运；凑巧碰上 n.(Luck)人名；(德、瑞典)卢克；(英)勒克；(法)吕克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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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magical 1 ['mædʒikəl] adj.魔术的；有魔力的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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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340 ma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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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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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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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mal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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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345 mask 1 [mɑ:sk, mæsk] n.面具；口罩；掩饰 vi.掩饰；戴面具；化装 vt.掩饰；戴面具；使模糊

346 masks 2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347 mass 1 n.块，团；群众，民众；大量，众多；质量 adj.群众的，民众的；大规模的，集中的 vi.聚集起来，聚集 vt.使集合

348 matter 2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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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9 may 6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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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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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352 measure 2 ['meʒə] n.测量；措施；程度；尺寸 vt.测量；估量；权衡 vi.测量；估量

353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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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mental 1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356 meteorologists 2 n.气象学( meteorology的名词复数 )

357 Miami 2 n.迈阿密（美国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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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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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361 million 1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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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Monday 2 ['mʌndi] n.星期一

364 Montana 1 [mɔn'tænə] n.蒙大纳（美国州名）

365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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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
368 mo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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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mount 1 vt.增加；爬上；使骑上马；安装，架置；镶嵌，嵌入；准备上演；成立（军队等） vi.爬；增加；上升 n.山峰；底
座；乘骑用马；攀，登；运载工具；底座 n.（英）芒特（人名） v.登上；骑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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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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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muc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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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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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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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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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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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necessary 2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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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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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neither 1 ['naiðə, 'ni:-] conj.也不；既不 adv.两个都不；既不……也不 adj.两者都不的 pron.两者都不

381 Netherlands 1 ['neðələndz] n.荷兰（形容词Netherlandish）；地区名

382 Nevada 1 [ni'vædə; -'vɑ:-] n.内华达（美国州名）
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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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nex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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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no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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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norma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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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norquay 1 n. 诺奎(在加拿大；西经 101º59' 北纬 51º52')

388 north 4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389 Norway 1 ['nɔ:wei] n.挪威（北欧国家名）

390 not 1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91 novices 1 n. 新手，初学者（novice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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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3 of 3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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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4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395 On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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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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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online 2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398 open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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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opted 1 英 [ɒpt] 美 [ɑːpt] vi. 选择；决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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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ordered 1 ['ɔ:dəd] adj.[数]有序的；整齐的；安排好的 v.命令；点餐（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02 ordering 1 ['ɔ:dəriŋ] n.订购；[计]排序；[计]定序 v.订购（order的ing形式）；命令；指挥

403 org 1 [ɔ:g] abbr.非盈利组织（Otherorganizations） n.(Org)人名；(瑞典)奥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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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406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4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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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outlined 1 ['aʊtlaɪn] n. 大纲；轮廓 vt. 概述；画出轮廓

409 outside 2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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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over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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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owners 1 ['əʊnəz] 业主

412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413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414 park 3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
415 partial 1 ['pɑ:ʃəl] adj.局部的；偏爱的；不公平的

416 participants 1 [pɑ 'ːtɪsɪpənts] adj. 有份的；n

417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418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419 peak 1 [pi:k] n.山峰；最高点；顶点；帽舌 vt.使达到最高点；使竖起 vi.消瘦；到达最高点；变憔悴 adj.最高的；最大值的 n.
(Peak)人名；(英)皮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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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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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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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person 6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
424 picked 1 ['pikid, pikt] adj.采摘的；精选的 v.挑选；采摘（pick的过去式）

425 plac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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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6 pl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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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7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
4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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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9 polar 4 ['pəulə] adj.极地的；两极的；正好相反的 n.极面；极线 n.(Polar)人名；(德、西)波拉尔

430 poles 1 英 [pəʊl] 美 [poʊl] n. 杆；柱；极点 v. (用杆)支撑 Pole. n. 波兰人

431 popular 2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432 Portugal 2 ['pɔ:tjugəl] n.葡萄牙（欧洲西南部国家）

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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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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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5 powdery 1 ['paudəri] adj.粉的；粉状的；布满粉状物的

436 precautionary 1 [pri'kɔ:ʃnəri] adj.预防的；留心的；预先警戒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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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7 predict 3 [pri'dikt] vt.预报，预言；预知 vi.作出预言；作预料，作预报

438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4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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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0 prevalent 1 ['prevələnt] adj.流行的；普遍的，广传的

441 problems 2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442 promises 1 ['prɒmɪsɪz] n. 承诺 名词promi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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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4 qb 1 [k'juːb'iː ] n. 速断(高速断路器)

445 quarterback 1 ['kwɔ:təbæk] n.橄榄球的四分卫 vt.（以四分卫）指挥进攻；领导；操纵 vi.（橄榄球中）担任四分卫

446 questi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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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7 quite 2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448 racing 1 ['reisiŋ] n.赛马；竞赛 vi.赛马（race的ing形式）；竞赛 adj.比赛的

449 raging 1 ['reidʒiŋ] adj.愤怒的，狂暴的 v.发怒，恼火（rage的现在分词）

450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451 rates 1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
452 re 7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453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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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5 reason 2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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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7 reduction 1 n.减少；下降；缩小；还原反应

458 regional 1 ['ri:dʒənəl] adj.地区的；局部的；整个地区的

459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460 relax 1 [ri'læks] vi.放松，休息；松懈，松弛；变从容；休养 vt.放松；使休息；使松弛；缓和；使松懈

461 remain 2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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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464 remote 1 [ri'məut] adj.遥远的；偏僻的；疏远的 n.远程

465 reopen 1 [,ri:'əupən] vt.使再开，使重开 vi.重开

466 report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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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468 researchers 1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469 resort 2 [ri'zɔ:t] n.凭借，手段；度假胜地；常去之地 vi.求助，诉诸；常去；采取某手段或方法

470 restrict 1 [ri'strikt] vt.限制；约束；限定

471 restricting 1 [rɪs'trɪktɪŋ] adj. 限制的，约束的 v. 限制，约束，束缚（restrict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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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3 return 1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474 ride 1 vi.骑马；乘车；依靠；漂浮 vt.骑；乘；控制；（骑马、自行车等）穿越；搭乘；飘浮 n.骑；乘坐；交通工具；可供骑行
的路；（乘坐汽车等的）旅行；乘骑；（乘车或骑车的）短途旅程；供乘骑的游乐设施 n.（英）赖德（人名）；（法、
葡）里德（人名）

475 righ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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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6 ri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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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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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8 Rivers 1 ['rivə:s] n.里弗斯（人名）；河流州（尼日利亚州名）；河水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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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0 rocky 1 ['rɔki] adj.岩石的，多岩石的；坚如岩石的；摇晃的；头晕目眩的

481 role 1 [rəul] n.角色；任务 n.(Ro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赤几)罗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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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2 rooting 1 ['ru tːɪŋ] adj. 生根的 v. 使固定

483 rugged 1 ['rʌgid] adj.崎岖的；坚固的；高低不平的；粗糙的

4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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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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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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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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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8 sandwiched 1 ['sænwɪtʃ] n. 三明治 vt. 插入；夹在中间

489 say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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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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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92 school 8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493 schools 15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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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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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6 se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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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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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8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499 Sheridan 2 ['ʃəridən] n.谢里丹（英国作家）

5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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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1 should 5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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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504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505 since 3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506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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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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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9 ski 2 [ski:, ʃi:] n.滑雪橇 vi.滑雪 adj.滑雪（用）的

510 skiing 3 ['ski:iŋ] n.滑雪运动；滑雪术 v.滑雪（ski的ing形式）

511 skijoring 2 ['skiː dʒɔː rɪŋ] n. 滑雪游戏

512 slopes 1 英 [sləʊp] 美 [sloʊp] n. 倾斜；斜坡；斜面；斜率；斜线 vt. 使倾斜 vi. 倾斜；有坡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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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4 snow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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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5 snowboarding 1 英 ['snəʊbɔː d] 美 ['snoʊbɔː rd] n. 滑雪板 vi. 用滑雪板

516 snowfall 1 ['snəufɔ:l] n.降雪；降雪量

517 snowfalls 1 n.下雪，降雪，降雪量( snowfall的名词复数 )

518 snowier 1 英 ['snəʊi] 美 ['snoʊi] adj. 多雪的；被雪所覆盖著的；下雪的

5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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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0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521 some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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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something 1 ['sʌmθiŋ] pron.某事；某物 n.重要的人；值得重视的事 adv.非常；有点；大约 adj.大约；有点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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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4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525 south 3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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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6 Spain 1 [spein] n.西班牙

5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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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28 speeds 1 [spiː d] n. 速度；迅速 v. 加速；急行

529 spill 1 [spil] vt.使溢出，使流出；使摔下 vi.溢出，流出；摔下；涌流 n.溢出，溅出；溢出量；摔下；小塞子 n.(Spill)人名；(德)
施皮尔

530 spills 1 [spɪl] v. 溢出；洒；使 ... 流出；泄漏 n. 溢出；流；木片；小杆

531 sport 1 [spɔ:t] n.运动；游戏；娱乐；运动会；玩笑 vi.游戏 vt.游戏；参加体育运动；夸耀 adj.运动的

5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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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33 spots 1 [spɒts] n. 污点 名词spot的复数形式.

534 sprea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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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5 staggered 1 英 ['stæɡəd] 美 ['stæɡərd] adj. 非常吃惊的 动词stagg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536 st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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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7 State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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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8 steep 1 [sti:p] adj.陡峭的；不合理的；夸大的；急剧升降的 vt.泡；浸；使…充满 vi.泡；沉浸 n.峭壁；浸渍

539 stem 1 [stem] n.干；茎；船首；血统 vt.阻止；除去…的茎；给…装柄 vi.阻止；起源于某事物；逆行

5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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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1 stops 1 英 [stɒp] 美 [stɑːp] v. 停止；阻止；停留 n. 停止；逗留；车站

5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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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strict 1 [strikt] adj.严格的；绝对的；精确的；详细的

544 student 3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545 students 3 [st'juːdnts] 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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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7 sub 1 [sʌb] n.潜水艇；地铁；替补队员 vi.代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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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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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0 sulfur 1 ['sʌlfə] vt.用硫磺处理 n.硫磺；硫磺色

551 summit 1 ['sʌmit] n.顶点；最高级会议；最高阶层 adj.最高级的；政府首脑的

552 sun 1 [sʌn] n.太阳 vt.使晒 vi.晒太阳 n.(Sun)人名；(中)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孙；(缅)素；(土)松

553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554 sup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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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5 surge 1 n.汹涌；大浪，波涛；汹涌澎湃；巨涌 v.汹涌；起大浪，蜂拥而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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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7 Sweden 1 ['swi:dən] n.瑞典（欧洲国家）

558 Switzerland 2 ['switsələnd] n.瑞士（欧洲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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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0 tak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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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61 Tampa 3 ['tæmpə] n.坦帕市（美国佛罗里达州西部港市）

562 teach 1 [ti:tʃ] vt.教；教授；教导 vi.教授；讲授；当老师 n.(Teach)人名；(英)蒂奇

563 teachers 2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564 teaching 2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565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566 temperatures 5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5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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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8 terrain 1 [te'rein, tə-, 'terein] n.[地理]地形，地势；领域；地带

569 testing 2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
570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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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1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572 that 23 [ðæt, 弱ðət, ðt] pron.那；那个 adv.那么；那样 conj.因为；以至于 adj.那；那个 n.(That)人名；(德)塔特

573 the 9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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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5 there 1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76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77 they 8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78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579 think 3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580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581 this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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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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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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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4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5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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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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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7 to 5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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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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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9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590 toll 1 n.通行费；代价；钟声；伤亡人数 vt.征收；敲钟 vi.鸣钟；征税

591 too 3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592 topic 1 ['tɔpik] n.主题（等于theme）；题目；一般规则；总论

593 tougher 1 [tʌfə] adj. 更困难的 形容词tough的比较级.

594 traditional 1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595 traffic 1 ['træfik] n.交通；运输；贸易；[通信]通信量 vt.用…作交换；在…通行 vi.交易，买卖

596 trails 1 [treɪl] n. 踪迹；小径；尾；一系列 vi. 拖；落后于 vt. 追踪；拖拽；尾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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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8 transformed 1 [træns'fɔː m] vt. 改变；转换 vi. 改变；变形；变态

599 translated 2 [træns'leɪt] v. 翻译；解释；转移；调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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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1 transmission 3 [trænz'miʃən, træns-, trɑ:n-] n.传动装置，[机]变速器；传递；传送；播送

602 trip 2 [trip] vi.绊倒；远足；犯错误；轻快地走 n.旅行；绊倒；差错 vt.绊倒；使犯错 n.(Trip)人名；(荷)特里普

603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604 turn 2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605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606 uk 3 [ˌju 'ːkeɪ] abbr. 英国(=United Kingdom)

6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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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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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9 unidentified 12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610 universities 1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 rːsəti] n. 大学

611 unstable 1 [,ʌn'steibl] adj.不稳定的；动荡的；易变的

612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
613 unusually 1 [ʌn'ju:ʒuəli] adv.非常；异乎寻常地；显著地

614 u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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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5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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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6 variants 3 变体

6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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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8 ve 5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619 victory 1 ['viktəri] n.胜利；成功；克服 n.(Victory)人名；(西)维多利；(英)维克托里

6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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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1 views 1 [v'juːz] n. 见解 名词view的复数形式.

622 virtual 3 adj.[计]虚拟的；实质上的，事实上的（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）

623 virus 5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6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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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5 voiced 1 [vɔist] adj.浊音的；有声的 v.表达（vo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说出

626 vortex 4 ['vɔ:teks] n.[航][流]涡流；漩涡；（动乱，争论等的）中心；旋风

627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628 warm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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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9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630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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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2 we 6 [wi:弱 wi] pron.我们（主格）；笔者，本人（作者或演讲人使用）；朕，寡人 n.(We)人名；(缅)韦

633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634 wearing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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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5 weath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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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6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6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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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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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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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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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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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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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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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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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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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6 whether 6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647 which 5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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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9 whilst 1 [hwailst] conj.同时；时时，有时；当…的时候

650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651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652 widespread 2 ['waid'spred] adj.普遍的，广泛的；分布广的

653 will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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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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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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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6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657 within 2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6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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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9 wolverine 1 ['wulvəri:n, ,wulvə'ri:n] n.狼獾；狼獾皮；豹熊；貂熊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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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60 wonderland 1 ['wʌndəlænd] n.奇境，仙境；非常奇妙的地方

661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6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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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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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4 Wyoming 1 [wai'əumiŋ] n.美国怀俄明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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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6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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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8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669 York 2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670 you 8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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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2 zero 2 ['ziərəu, 'zi:rəu] n.零点，零度 num.零 n.(Zero)人名；(意)泽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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