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2-11 词频表词频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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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to 4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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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of 3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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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nd 2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6 is 2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 for 1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 that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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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you 19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0 it 14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
性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.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，表示天气、时日、距离、状态、温度等等 abbr.信息技术
informationtechnology

11 this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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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r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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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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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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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hav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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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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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from 9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8 gorda 9 戈尔达

19 sierra 9 [si'εərə] n.[地理]锯齿山脊；呈齿状起伏的山脉 n.(Sierra)人名；(意、西)谢拉；(英)西拉

20 there 9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1 with 9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2 people 8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3 they 8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4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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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s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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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 unidentified 7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27 video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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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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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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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corzo 6 科尔佐

32 covid 6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33 may 6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34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5 region 6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36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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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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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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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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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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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says 5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1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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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because 4 [bi'kɔz] conj.因为

44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45 cat 4 n.猫，猫科动物

46 coronavirus 4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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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female 4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49 go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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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go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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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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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here 4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53 how 4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54 its 4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55 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56 Mexico 4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57 perce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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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restrictions 4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59 stat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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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tha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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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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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world 4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63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64 agriculture 3 n.农业；农耕；农业生产；农艺，农学

65 airline 3 ['εəlain] n.航空公司；航线 adj.航线的

66 beauty 3 ['bju:ti] n.美；美丽；美人；美好的东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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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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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70 correspondent 3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
71 countr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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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domestic 3 [dəu'mestik] adj.国内的；家庭的；驯养的；一心只管家务的 n.国货；佣人

73 everyone 3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74 health 3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75 helped 3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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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7 international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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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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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land 3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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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li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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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ll 3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83 mal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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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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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negative 3 ['negətiv] adj.[数]负的；消极的；否定的；阴性的 n.否定；负数；[摄]底片 vt.否定；拒绝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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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passengers 3 旅客

87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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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test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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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9 tests 3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90 their 3 [ðεə, 弱ðər] pron.他们的，她们的；它们的 n.(Their)人名；(英)蒂尔；(芬、瑞典)泰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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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throu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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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today 3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94 until 3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95 variant 3 ['vεəriənt] adj.不同的；多样的 n.变体；转化

96 we 3 [wi:弱 wi] pron.我们（主格）；笔者，本人（作者或演讲人使用）；朕，寡人 n.(We)人名；(缅)韦

97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98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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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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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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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abdelaziz 2 阿卜杜勒-阿齐兹

102 African 2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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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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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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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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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8 bell 2 [bel] n.铃，钟；钟声，铃声；钟状物 vt.装钟于，系铃于 vi.鸣钟；成钟状鼓起

109 British 2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110 Chinese 2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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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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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conservationist 2 [,kɔnsə'veiʃənist] n.自然资源保护论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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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countries 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16 courtroom 2 ['kɔ:tru:m] n.法庭；审判室

117 created 2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118 deforestation 2 [di:,fɔri'steiʃən] n.采伐森林；森林开伐

119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20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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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d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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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2 ecological 2 [,i:kə'lɔdʒikəl, ,ekə-,-'lɔdʒik] adj.生态的，生态学的

123 European 2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124 everything 2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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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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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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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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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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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fly 2 [flai] vi.飞；驾驶飞机；飘扬 vt.飞行；飞越；使飘扬 n.飞行；苍蝇；两翼昆虫 adj.敏捷的 n.(Fly)人名；(法)弗利；(英)弗莱

130 france 2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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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ground 2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133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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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5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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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hear 2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37 h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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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introducing 2 [ɪntrəd'juːsɪŋ] n. 引进 动词int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39 Jiang 2 江 蒋 姜（中国姓氏）

140 jobs 2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141 judge 2 [dʒʌdʒ] vt.判断；审判 n.法官；裁判员 vi.审判；判决 n.(Judge)人名；(英)贾奇

142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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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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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logg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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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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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Martha 2 ['mɑ:θə] n.玛莎（女子名）；马大（马利亚和拉撒路之姊）

147 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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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melissa 2 [mə'lisə] n.梅利莎（女子名）；蜜蜂花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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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Mountains 2 ['mauntins] n.山脉；[地理]山区；山岳（mountain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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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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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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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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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organization 2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157 out 2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158 over 2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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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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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pati 2 n. 帕蒂号

162 poverty 2 ['pɔvəti] n.贫困；困难；缺少；低劣

163 preserve 2 vt.保存；保护；维持；腌；禁猎 n.保护区；禁猎地；加工成的食品；（某人或群体的）专门活动

164 protect 2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165 prove 2 [pru:v] vt.证明；检验；显示 vi.证明是

166 quote 2 [kwəut, kəut] vt.报价；引述；举证 vi.报价；引用；引证 n.引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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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169 requiring 2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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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0 Ruiz 2 n. 鲁伊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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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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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secretary 2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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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sou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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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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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steven 2 ['sti:vən] n.史蒂文（男子名）

178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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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test 2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181 think 2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182 threat 2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183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184 transportation 2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
185 travelers 2 [t'rævlərz] 旅游者

186 trying 2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187 uk 2 [ˌju 'ːkeɪ] abbr. 英国(=United Kingdom)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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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watching 2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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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192 whether 2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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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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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Wuhan 2 ['wu:'hɑ:n] n.武汉（中国湖北省省会）

196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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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yet 2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199 absolutely 1 ['æbsəlju:tli, ,æbsə'lju:tli] adv.绝对地；完全地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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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accounts 1 [ə'kaʊnts] n. 帐目；叙述；账户；客户，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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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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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205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206 advises 1 [əd'vaɪz] vt. 劝告；通知；忠告；建议 vi. 提建议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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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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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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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airlines 1 ['erlaɪns] n. 航空公司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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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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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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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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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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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angela 1 ['ændʒilə] n.安吉拉（女子名）

219 answers 1 英 ['ɑːnsə(r)] 美 ['ænsər] v. 回答；答复；接电话 n. 答案；回答；答复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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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222 arrivals 1 [ə'raɪvəlz] n. 到达 名词arrival的复数形式.

223 arriving 1 [ə'raɪv] vi. 到达；到来；成功

224 Austria 1 ['ɔstriə] n.奥地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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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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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Bahamas 1 [bə'hɑ:məz] n.巴哈马群岛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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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bat 1 [bæt] n.蝙蝠；球棒；球拍；批处理文件的扩展名 vt.用球棒击球；击球率达… vi.轮到击球；用球棒击球 n.(Bat)人名；
(蒙、英)巴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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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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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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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bel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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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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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237 biodiversity 1 [,baiəudai'və:səti] n.生物多样性

238 biosphere 1 ['baiəsfiə] n.生物圈

239 birds 1 ['bɜːdz] n. 鸟，鸟类；禽（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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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bluer 1 [bluːə] adj. 更蓝的 形容词blue的比较级.

242 breaks 1 [b'reɪks] n. 断裂 名词break的复数形式.

243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244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245 butterflies 1 英 ['bʌtəflaɪ] 美 ['bʌtərflaɪ] n. 蝴蝶；蝶状物；蝶泳 vt. (烹饪时把鱼肉等）切开摊平

246 cars 1 英 [kɑ:z] 美 [kɑ:rz] n. 汽车；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.

247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248 catatonic 1 [,kætə'tɔnik] adj.紧张性精神症的 n.紧张性精神症患者

249 cats 1 [kæts] abbr.高级电视研究中心（CentreforAdvancedTelevisionStudies）；计算机自动测试系统
（ComputerAutomatedTestSystem）；通信和跟踪系统（CommunicationsandTrackingSystem）；综合分析试验系统
（ComprehensiveAnalyticalTestSystem） n.(Cats)人名；(荷)卡茨

250 cay 1 [kei, ki:] n.珊瑚礁；沙洲；岩礁 n.(Cay)人名；(英)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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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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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check 1 vt.检查，核对；制止，抑制；在…上打勾 vi.核实，查核；中止；打勾；[象棋]将一军 n.<美>支票；制止，抑制；检
验，核对 n.（英）切克（人名）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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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child 1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256 Chile 1 ['tʃili] n.智利（南美洲国家）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257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258 cited 1 [saɪt] vt. 引用；传讯；表扬；举(例)

259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260 claim 1 [kleim] vi.提出要求 vt.要求；声称；需要；认领 n.要求；声称；索赔；断言；值得

261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
除；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262 clearing 1 ['kliəriŋ] n.结算；空地；清扫 v.澄清；放晴（clear的ing形式）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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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265 collaborating 1 [kə'læbəreɪtɪŋ] adj. 协作的 动词collabora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66 colleagues 1 英 ['kɒliː ɡ] 美 ['kɑ lːiː ɡ] n. 同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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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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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commenting 1 英 ['kɒment] 美 ['kɑːment] n. 注释；评论；闲话 v. 评论；注释

270 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271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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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conclusions 1 [kənk'luːʒnz] 结论

274 conference 1 n.会议；讨论；协商；联盟；（正式）讨论会；[工会、工党用语]（每年的）大会 vi.举行或参加（系列）会议

275 confirmed 1 [kən'fə:md] adj.确认的；保兑的；坚定的；惯常的 v.确证；使坚定（confirm的过去分词）；批准

276 connect 1 [kə'nekt] vt.连接；联合；关连 vi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

277 conservation 1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
278 considers 1 英 [kən'sɪdə(r)] 美 [kən'sɪdər] v. 考虑；思考；认为；体谅；注视

279 contraire 1 [kɒnt'rəaɪər] n. 反之

280 convinced 1 [kən'vinst] adj.确信的；深信的 v.使确信（convince的过去分词）；说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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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council 1 ['kaunsəl] n.委员会；会议；理事会；地方议会；顾问班子 n.(Council)人名；(英)康斯尔

283 counterparts 1 ['kaʊntəpɑ tːs] n. 相关者；相似之物；副本；对应物 名词counterpart的复数形式.

284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285 crucial 1 ['kru:ʃəl] adj.重要的；决定性的；定局的；决断的

286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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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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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291 delta 1 ['deltə] n.（河流的）三角洲；德耳塔（希腊字母的第四个字） n.(Delta)人名；(英、罗、葡)德尔塔

292 deserts 1 [英 [ˈdezəts] 美 [ˈdɛzəts]] n.[地理]沙漠；[农]荒原（desert的复数）；应得到的报应 v.放弃；遗弃（desert的第三人称单
数）

293 desire 1 [di'zaiə] n.欲望；要求，心愿；性欲 vt.想要；要求；希望得到… vi.渴望 n.(Desire)人名；(刚(布)、英)德西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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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directly 1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296 dismissing 1 [dɪs'mɪs] vt. 开除；解散；屏除；（法律）驳回

297 diverse 1 [dai'və:s, di-] adj.不同的；多种多样的；变化多的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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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domestically 1 [də'mestikəli] adv.国内地；家庭式地；适合国内地

300 dominant 1 ['dɔminənt] adj.显性的；占优势的；支配的，统治的 n.显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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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1 drawing 1 ['drɔ:iŋ] n.图画；牵引；素描术 v.绘画；吸引（draw的ing形式）；拖曳

302 driving 1 ['draiviŋ] adj.强劲的；推进的；精力旺盛的 n.驾驶；操纵 v.驾驶（drive的ing形式）

303 echoed 1 英 ['ekəʊ] 美 ['ekoʊ] vi. 发出回声；回响 vt. 重复；模仿；附和 n. 回声；重复；共鸣 Echo. n. [希神]山林女神（失恋于那喀
索斯；其哀声留于山间成为回声）

304 eco 1 ['i:kəu; 'ekəu] abbr.电子耦合振荡器（Electron-CoupledOscillator）；环境控制组织（EnvironmentalControlOrganization）；经济合
作组织（EconomicCooperationOrganization） n.(Eco)人名；(意)埃科

305 ecologically 1 [ikə'lɔdʒikəli] adv.从生态学的观点看

306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307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308 edition 1 [i'diʃən] n.版本 版次 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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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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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enforcement 1 [in'fɔ:smənt] n.执行，实施；强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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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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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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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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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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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executive 1 adj.行政的；经营的；执行的，经营管理的 n.总经理；执行委员会；执行者；经理主管人员

319 expand 1 [ik'spænd] vt.扩张；使膨胀；详述 vi.发展；张开，展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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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extend 1 [ik'stend] vt.延伸；扩大；推广；伸出；给予；使竭尽全力；对…估价 vi.延伸；扩大；伸展；使疏开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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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3 eye 1 [ai] n.眼睛；视力；眼光；见解，观点 vt.注视，看 n.(Eye)人名；(德)艾厄；(英)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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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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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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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farmland 1 ['fɑ:mlænd] n.农田

328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329 fat 1 [fæt] adj.肥的，胖的；油腻的；丰满的 n.脂肪，肥肉 vt.养肥；在…中加入脂肪 vi.长肥 n.(Fat)人名；(法、西、塞)法特；(东
南亚国家华语)发

330 feast 1 [fi:st] vt.享受；款待，宴请 n.筵席，宴会；节日 vi.享受；参加宴会

331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332 feline 1 ['fi:lain] adj.猫科的；猫一样的；狡猾的 n.猫科动物 n.(Feline)人名；(法)弗利纳

333 fever 1 ['fi:və] n.发烧，发热；狂热 vt.使发烧；使狂热；使患热病 vi.发烧；狂热；患热病

334 figures 1 ['fɪgəs] n. 图形，数字，外形，体型，形状，人物，塑像，图表，(冰上表演动作的)花样（figure的复数形式 v. 是重要部
分，认为，演算，领会到（figur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335 filter 1 [filtə] vi.滤过；渗入；慢慢传开 n.滤波器；[化工]过滤器；筛选；滤光器 vt.过滤；渗透；用过滤法除去 n.(Filter)人名；
(德)菲尔特

336 filters 1 英 ['fɪltə(r)] 美 ['fɪltər] n. 过滤器；滤色镜；滤光器 v. 过滤；渗透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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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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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fine 1 [fain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细小的，精美的；健康的；晴朗的 n.罚款 vt.罚款；澄清 adv.很好地；精巧地 n.(Fine)人名；(意)
菲内；(英)法恩

340 fires 1 [fɑɪrs] n. 火力 名词fire的复数形式.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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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flight 1 [flait] n.飞行；班机；逃走 vt.射击；使惊飞 vi.迁徙 n.(Flight)人名；(英)弗莱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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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3 flights 1 [flaɪt] n. 飞行；航班；镖尾；逃走，逃离，溃逃

344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345 fores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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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forests 1 英 ['fɒrɪst] 美 ['fɔː rɪst] n. 森林；林火 vt. (用树林)覆盖；置于(树林中)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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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forms 1 ['fɔː 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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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founded 1 [faʊnd] v. 建立；创立；创办；熔铸；找到，发现（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51 frozen 1 ['frəuzn] adj.冻结的；冷酷的 v.结冰（freeze的过去分词）；凝固；变得刻板

352 generations 1 [dʒenə'reɪʃnz] n. 世代

353 Germany 1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354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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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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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358 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
359 grassroots 1 adj.基层的；草根的；乡村的 n.草根；基础；组织的骨干人员

360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361 gross 1 [grəus] adj.总共的；粗野的；恶劣的；显而易见的 vt.总共收入 n.总额，总数 n.(Gro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、葡、西、
俄、芬、罗、捷、匈)格罗斯

362 guardian 1 ['gɑ:diən] n.[法]监护人，保护人；守护者 adj.守护的 n.(Guardian)人名；(西)瓜尔迪安

363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364 hearing 1 ['hiəriŋ] n.听力；审讯，听讯 v.听见（hear的ing形式） n.(Hearing)人名；(英)希尔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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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hectares 1 n.公顷（等于2。471英亩）( hectare的名词复数 )
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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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8 himself 1 [him'self] pron.他自己；他亲自，他本人

369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370 hotel 1 [həu'tel] n.旅馆，饭店；客栈 vt.使…在饭店下榻 vi.进行旅馆式办公 n.(Hotel)人名；(法)奥泰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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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373 illegal 1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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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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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increasingly 1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
377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378 inspire 1 [in'spaiə] vt.激发；鼓舞；启示；产生；使生灵感

379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380 investigation 1 [in,vesti'geiʃən] n.调查；调查研究
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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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jaguar 1 ['dʒægjuə] n.[脊椎]美洲虎

383 jail 1 [dʒeil] n.监狱；监牢；拘留所 vt.监禁；下狱 n.(Jail)人名；(英)杰尔

384 jumped 1 [dʒʌmp] n. 跳跃；跳动；上涨 v. 跳越；暴涨

385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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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kitten 1 ['kitən] n.小猫；小动物 vi.产小猫 n.(Kitten)人名；(法)基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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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8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389 lab 1 [læb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
390 lands 1 [lændz] n. 平原；土地 名词land的复数形式.

391 largely 1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
3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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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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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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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lawyers 1 ['lɔː jəz] 律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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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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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398 leak 1 [li:k] n.泄漏；漏洞，裂缝 vt.使渗漏，泄露 vi.漏，渗；泄漏出去 n.(Leak)人名；(英)利克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力

399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
4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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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01 lie 1 [lai] vi.躺；说谎；位于；展现 vt.谎骗 n.谎言；位置 n.(Lie)人名；(罗、挪、瑞典)利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

402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4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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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littering 1 ['lɪtərɪŋ] 乱丢垃圾

405 lived 1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
406 livelihood 1 ['laivlihud] n.生计，生活；营生

407 livelihoods 1 ['laɪvlɪhʊdz] 农民生计

408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4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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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411 locator 1 [ləu'keitə, 'ləukeitə] n.定位器，探测器

412 lockdown 1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413 logistical 1 adj.后勤方面的；运筹的，逻辑的

414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4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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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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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Lyford 1 n. 莱福德
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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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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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Maine 1 [mein] n.缅因州（美国州名）

421 maintaining 1 [meɪn'teɪnɪŋ] adj. 维护保养的 v. 保持，保养，坚持（动词maintain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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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mammals 1 ['mæml] n. 哺乳动物 名词mammal的复数形式.

424 management 1 ['mænidʒmənt] n.管理；管理人员；管理部门；操纵；经营手段

4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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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6 mandatory 1 ['mændətəri:, -,tɔ:ri] adj.强制的；托管的；命令的 n.受托者（等于mandatary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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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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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9 masks 1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430 meaning 1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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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1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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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3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434 meetings 1 ['miː tɪŋz] n. 会议 名词meeting的复数形式.

435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436 Merkel 1 n. 默克尔

437 mexicans 1 n.墨西哥人( Mexican的名词复数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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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9 milk 1 [milk] n.牛奶；乳状物 vt.榨取；挤…的奶 vi.挤奶 n.(Milk)人名；(英)米尔克

440 minimal 1 ['miniməl] adj.最低的；最小限度的

441 Mississippi 1 [ˌmisi̍ sipi] n.密西西比河（美国河流，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）；密西西比州（美国州名）

442 mist 1 [mist] n.薄雾；视线模糊不清；模糊不清之物 vi.下雾；变模糊 vt.使模糊；使蒙上薄雾

443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444 Montana 1 [mɔn'tænə] n.蒙大纳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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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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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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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8 Nassau 1 ['næsɔ:] n.拿索（巴哈马群岛之首都）

449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4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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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452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453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4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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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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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6 nightmare 1 ['naitmεə] n.恶梦；梦魇般的经历 adj.可怕的；噩梦似的

4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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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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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9 obnoxious 1 [ɔb'nɔkʃəs] adj.讨厌的；可憎的；不愉快的

460 occurs 1 [ə'kɜːz] 动词occur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4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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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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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464 oh 1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
465 OK 1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j.好的；不错的 adv.行；很好 int.好；可以 vt.对…表示同意 n.同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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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4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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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9 opportunities 1 [ˌɒpə'tjuːnɪtɪs] npl. opportunity的复数形式，机会，时机

470 opportunity 1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
471 options 1 ['ɒpʃnz] 选择；选择权,名词option的复数形式

4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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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3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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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5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476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477 otherwise 1 adv.否则；另外；在其他方面 adj.另外的；其他方面的；原本，本来 conj.其他；如果不；然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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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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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9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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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1 partner 1 ['pɑ:tnə] n.伙伴；合伙人；配偶 vi.合伙；合股；成为搭档 vt.使合作；与…合伙 n.(Partner)人名；(英、德)帕特纳

482 passenger 1 ['pæsindʒə] n.旅客；乘客；过路人；碍手碍脚的人

483 person 1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
484 Philippines 1 ['filipi:nz; fili'pi:nz] n.菲律宾

485 pl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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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6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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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8 plant 1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特；(法)普朗

489 planting 1 ['plɑ:ntiŋ, 'plæn-] n.栽培，种植；花圃 v.播种；移植（plant的ing形式）；安置 n.(Planting)人名；(芬、瑞典)普兰廷

4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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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Portugal 1 ['pɔ:tjugəl] n.葡萄牙（欧洲西南部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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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3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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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remiers 1 n.总理，首相( premier的名词复数 ); 首席官员，

496 prepared 1 adj.准备好的 v.准备（prepar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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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8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499 product 1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
500 progression 1 [prəu'greʃən] n.前进；连续

501 promoted 1 [prə'məʊtɪd] adj. 升迁的 动词prom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02 protected 1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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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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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5 public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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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6 puns 1 [pʌn] n. 双关语 vt. 说双关语

507 quarantine 1 ['kwɔrənti:n] vt.检疫；隔离；使隔离 n.检疫；隔离；检疫期；封锁 vi.实行隔离

508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509 raising 1 ['reiziŋ] n.高地；提高；举；浮雕装饰 v.饲养；升起；举起（raise的ing形式）

510 range 1 n.范围；幅度；排；山脉 vi.（在...内）变动；平行，列为一行；延伸；漫游；射程达到 vt.漫游；放牧；使并列；归类
于；来回走动

511 rapid 1 ['ræpid] adj.迅速的，急促的；飞快的；险峻的 n.急流；高速交通工具，高速交通网

512 rapping 1 ['ræpiŋ] n.轻敲；起模 v.敲；叩（rap的ing形式）

513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514 reas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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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5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516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517 recognize 1 ['rekəgnaiz] vt.认出，识别；承认 vi.确认，承认；具结

5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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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9 reforestation 1 [,ri:fɔri'steiʃən] n.重新造林

520 regions 1 ['ri:dʒənz] n. 区域，地区，地带（名词region的复数形式）

5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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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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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2 remote 1 [ri'məut] adj.遥远的；偏僻的；疏远的 n.远程

523 remove 1 [ri'mu:v] vt.移动，迁移；开除；调动 vi.移动，迁移；搬家 n.移动；距离；搬家

524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525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526 requirement 1 [ri'kwaiəmənt] n.要求；必要条件；必需品

527 reserve 1 n.储备，储存；自然保护区；预备队；缄默；[金融]储备金 vt.储备；保留；预约 vi.预订 n.(Reserve)人名；(法)勒塞尔
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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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9 rhode 1 [rəud] n.罗德岛

530 roughly 1 ['rʌfli] adv.粗糙地；概略地

531 rub 1 [rʌb] vt.擦；摩擦；惹怒 vi.擦；摩擦；擦破 n.摩擦；障碍；磨损处 n.(Rub)人名；(捷)鲁布

5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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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safer 1 ['seɪfər] adj. 更安全的 形容词safe的比较级.

534 said 1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
拉伯)赛义德

5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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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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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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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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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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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0 scratch 1 [skrætʃ] n.擦伤；抓痕；刮擦声；乱写 adj.打草稿用的；凑合的；碰巧的 vt.抓；刮；挖出；乱涂 vi.抓；搔；发刮擦
声；勉强糊口；退出比赛

5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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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2 secondly 1 ['sekəndli] adv.其次；第二

543 se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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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4 seeds 1 [siː dz] n. 籽 名词seed的复数形式. 动词s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545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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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7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
548 shock 1 [ʃɔk] n.休克；震惊；震动；打击；禾束堆 vt.使休克；使震惊；使震动；使受电击；把…堆成禾束堆 vi.感到震惊；受到
震动；堆成禾束堆 adj.浓密的；蓬乱的 n.(Shock)人名；(英)肖克

5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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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0 sick 1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
551 signs 1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
5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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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3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554 skies 1 [skaiz] n.天空（sky的复数） v.把…投向空中；把…挂得过高；飞涨（sky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555 society 1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5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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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7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558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559 stabilization 1 [,steibilai'zeiʃən, -li-] n.稳定；稳定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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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1 Stat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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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2 status 1 n.地位；状态；情形；重要身份

5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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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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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4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565 subscribing 1 [səb'skraɪb] vt. 订阅；签名；支持；捐赠；同意

566 sufficient 1 [sə'fiʃənt] adj.足够的；充分的

5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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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8 surrounded 1 [sə'raʊndɪd] adj. 被 ... 环绕着的 动词surrou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

569 sustain 1 [sə'stein] vt.维持；支撑，承担；忍受；供养；证实

570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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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2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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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4 term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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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75 tested 1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
576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577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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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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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0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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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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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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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4 tiger 1 ['taigə] n.老虎；凶暴的人 n.(Tiger)人名；(英)泰格；(法)蒂热；(瑞典)蒂格

585 tirol 1 ['tirɔl; 'tairəul; ti'rəul; ti:-] n.蒂罗尔蒂罗尔（奥地利西部与意大利北部地区）；蒂罗尔州（奥地利西部州）

586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587 tongue 1 [tʌŋ] n.舌头；语言 vt.舔；斥责；用舌吹 vi.说话；吹管乐器 n.(Tongue)人名；(英)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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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9 tourism 1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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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1 transmission 1 [trænz'miʃən, træns-, trɑ:n-] n.传动装置，[机]变速器；传递；传送；播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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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3 traveler 1 ['trævlə] n.旅行者；旅客；旅行推销员（等于traveller）

5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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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95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96 tropical 1 ['trɔpikəl] adj.热带的；热情的；酷热的

597 trusted 1 [trʌst] n. 信任；信托 vi. 信任 vt. 相信；委托

598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599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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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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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2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603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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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5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606 usual 1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607 valued 1 ['vælju:d] adj.重要的；宝贵的；贵重的；经估价的

608 variants 1 变体

609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610 virtua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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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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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1 waste 1 [weist] n.浪费；废物；荒地；损耗；地面风化物 vt.浪费；消耗；使荒芜 vi.浪费；变消瘦；挥霍钱财 adj.废弃的；多余
的；荒芜的

6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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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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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4 wealth 1 [welθ] n.财富；大量；富有

615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616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617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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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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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9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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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1 witnessing 1 ['wɪtnəs] n. 目击者；证人 vt. 目击；经历；见证；出席；观察 vi. 证明；为(宗教信仰)做见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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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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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24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625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626 worried 1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
6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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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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