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2-12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7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and 4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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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 34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(普
通话·威妥玛)

4 of 2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in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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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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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for 1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 is 1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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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Farmers 14 n.[农]农民（farmer的复数）

11 tha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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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wind 14 [[wɪnd] n.风；呼吸；气味；卷绕 vt.缠绕；上发条；使弯曲；吹号角；绕住或缠住某人 vi.缠绕；上发条；吹响号角 n.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13 this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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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r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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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they 1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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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hav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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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government 10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9 new 10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0 can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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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lik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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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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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will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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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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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cold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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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7 your 8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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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t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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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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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chill 7 [tʃil] n.寒冷；寒意；寒心 adj.寒冷的；冷漠的；扫兴的 vt.冷冻，冷藏；使寒心；使感到冷 vi.冷藏；变冷

32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3 O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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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temperature 7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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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when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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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winter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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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y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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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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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day 6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40 some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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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track 6 [træk] n.轨道；足迹，踪迹；小道 vt.追踪；通过；循路而行；用纤拉 vi.追踪；走；留下足迹

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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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what 6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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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Carl 5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46 get 5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47 India 5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48 ju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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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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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pH 5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
51 tha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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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them 5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53 unidentified 5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54 us 5 pron.我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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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body 4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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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Delhi 4 ['deli] n.德里（印度城市名）

59 during 4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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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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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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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his 4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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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inaudible 4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
66 Indian 4 ['indiən] adj.印度的；印第安人的；印第安语的 n.印度人；印第安人；印第安语

67 months 4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68 nation 4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69 outside 4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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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over 4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西、
土)奥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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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73 se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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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three 4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75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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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agriculture 3 n.农业；农耕；农业生产；农艺，农学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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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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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81 bobsled 3 ['bɔbsled] n.大雪橇；连橇 vi.滑大雪橇；乘大雪橇（等于bobsleigh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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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call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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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colder 3 英 [kəʊdə] 美 [koʊdə] adj. 更冷的 形容词cold的比较级形式.

84 crops 3 n.农作物（crop的复数）；收成；[冶]切头 v.种植（crop的三单形式）；收割；修剪；产庄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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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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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Fahrenheit 3 ['færəhait] adj.华氏温度计的；华氏的 n.华氏温度计；华氏温标

88 feel 3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89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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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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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kee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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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kid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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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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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laws 3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96 lo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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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ma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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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99 minimum 3 ['miniməm] n.最小值；最低限度；最小化；最小量 adj.最小的；最低的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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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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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off 3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103 old 3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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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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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pas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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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price 3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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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Rogers 3 ['rɔdʒəz] n.罗杰斯（姓氏）；乐爵士（英国一家音箱生产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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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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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tells 3 [tel] v. 告诉；吩咐；讲述；表达；辨别；判断；泄露；告发；产生效果

113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114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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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used 3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116 ve 3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117 weath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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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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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21 above 2 [ə'bʌv] prep.超过；在……上面；在……之上 adv.在上面；在上文 adj.上文的 n.上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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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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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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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alerts 2 英 [ə'lɜ tː] 美 [ə'lɜ rːt] adj. 警觉的；灵敏的 vt. 使意识到；警惕 n. 警戒；警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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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almost 2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27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28 anywhere 2 ['enihwεə] adv.在任何地方；无论何处 n.任何地方

129 artic 2 ['ɑ:tik] n.汽车列车

130 auctions 2 ['ɔː kʃn] n. 拍卖 vt. 拍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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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below 2 [bi'ləu] adv.在下面，在较低处；在本页下面 prep.在…下面 n.(Below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贝洛

133 belt 2 [belt] n.带；腰带；地带 vt.用带子系住；用皮带抽打 vi.猛击 n.(Belt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)贝尔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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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bigger 2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
136 break 2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
晓；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137 busy 2 ['bizi] adj.忙碌的；热闹的；正被占用的 vt.使忙于 n.(Busy)人名；(匈)布希；(法)比西

138 camp 2 [kæmp] vi.露营；扎营 vt.扎营；使扎营 n.露营 n.(Camp)人名；(英)坎普；(瑞典)坎普；(法)康

139 capital 2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
140 certain 2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141 coast 2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
142 coldest 2 英 [kəʊld] 美 [koʊld] adj. 冷的；寒冷的；冷酷的；冷淡的；冷静的 n. 寒冷；感冒；伤风 adv. 完全地；彻底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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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cooking 2 n.烹饪 adj.烹调的 v.烹调；筹划（cook的ing形式）

145 days 2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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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entering 2 ['entəriŋ] v.进入（enter的ing形式）；录入；键入

148 equation 2 [i'kweiʒən, -ʃən] n.方程式，等式；相等；[化学]反应式

149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50 exactly 2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
151 farmer 2 ['fɑ:mə] n.农夫，农民 n.(Farmer)人名；(英)法默；(法)法尔梅；(西)法梅尔

152 farming 2 ['fɑ:miŋ] n.农业，耕作 v.耕种；出租（farm的ing形式）

153 father 2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
154 feels 2 [fiː l] v. 感觉；觉得；触摸；摸起来；认为；摸索 n. 感觉；触觉

155 foods 2 [fuːdz] n. 食品 名词food的复数形式.

156 Friday 2 ['fraidi] n.星期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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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gets 2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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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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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go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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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guaranteed 2 ['gærən'tiː d] adj. 保证的；担保的 动词guarante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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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he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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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highway 2 ['haiwei] n.公路，大路；捷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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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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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large 2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169 largest 2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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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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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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liv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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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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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3 love 2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
174 market 2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
175 mauldin 2 n.(Mauldin)人名；(英)莫尔丁

176 maybe 2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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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north 2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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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occur 2 [ə'kə:] vi.发生；出现；存在

181 Olympic 2 [əu'limpik] adj.奥林匹斯山的，奥林匹亚的；奥林匹克的

182 passed 2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
183 pola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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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police 2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
185 prices 2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
186 probably 2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187 protest 2 [prəu'test, 'prəu-] vi.抗议；断言 vt.抗议；断言 n.抗议 adj.表示抗议的；抗议性的

188 protesting 2 [prəu'test, 'prəu-] vi.抗议；断言 vt.抗议；断言 n.抗议 adj.表示抗议的；抗议性的

189 recorded 2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
190 secon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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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sell 2 [sel] vt.销售；推销；出卖；欺骗 vi.卖；出售；受欢迎；有销路 n.销售；失望；推销术 n.(Sell)人名；(德)泽尔；(英、芬、
瑞典)塞尔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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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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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94 site 2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195 six 2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196 skin 2 [skin] n.皮肤；外皮 vt.剥皮 vi.愈合；长皮

197 slide 2 n.滑动；幻灯片；滑梯；雪崩 vi.滑动；滑落；不知不觉陷入 vt.滑动；使滑动；悄悄地迅速放置

198 standoff 2 英 ['stændɔː f] 美 ['stændˌɔː f] n. 僵局；平局 adj. 冷淡的

199 st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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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States 2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201 supporters 2 [sə'pɔː 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
202 talk 2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203 temperatures 2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204 thermometer 2 [θə'mɔmitə] n.温度计；体温计

205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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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tractors 2 [t'ræktəz] 拖拉机

207 tyler 2 ['tailə] n.泰勒（男子名）；秘密会所看守人（共济会的）

208 unstable 2 [,ʌn'steibl] adj.不稳定的；动荡的；易变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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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valentine 2 ['væləntain] n.情人；情人节礼物

211 vortex 2 ['vɔ:teks] n.[航][流]涡流；漩涡；（动乱，争论等的）中心；旋风

212 warm 2 [wɔ:m] adj.温暖的；热情的 vi.同情；激动；变温暖 vt.使…兴奋；使…温暖；使…感兴趣 n.取暖；加热 n.(Warm)人名；
(英)沃姆；(德)瓦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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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14 Washington 2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215 water 2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
216 weekend 2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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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w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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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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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221 won 2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22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223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24 about 1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
的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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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accumulation 1 [ə,kju:mju'leiʃən] n.积聚，累积；堆积物

227 actual 1 ['æktʃuəl] adj.真实的，实际的；现行的，目前的

228 advisories 1 [əd'vaɪzəri] adj. 顾问的；咨询的；劝告的 n. 报告

229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230 airport 1 ['εəpɔ:t] n.机场；航空站

231 Alaska 1 [ə'læskə] n.阿拉斯加州

232 allow 1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
233 allows 1 [ə'laʊz] 允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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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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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anymore 1 ['eni'mɔ:] adv.再也不，不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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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arguing 1 ['ɑrgjʊɪŋ] n. 争吵 动词argu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40 Arkansas 1 ['ɑ:kənsɔ:] n.（美国）阿肯色州

241 atop 1 [ə'tɔp] prep.在…的顶上 adv.在顶上

242 attends 1 [ə'tend] v. 出席；参加；照料；注意；专心于

243 avoided 1 [ə'vɔɪdɪd] adj. 避免了 动词avoi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44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45 awesome 1 [英['ɔː s(ə)m] 美['ɔsəm]] adj.令人敬畏的；使人畏惧的；可怕的；极好的

2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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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barbed 1 [bɑ:bd] adj.有刺的；讽刺的；有倒钩的 v.讽刺（barb的过去分词）；装倒钩 n.(Barbed)人名；(西)巴尔韦德

248 bare 1 [bεə] adj.空的；赤裸的，无遮蔽的 vt.露出，使赤裸 n.(Bare)人名；(英)贝尔

249 barricades 1 [ˌbærɪ'keɪd] n. 【C】路障；街垒；障碍物；栅栏 n. (常用复数形式)barricades:有激烈争论的领域或议题 vt. 设路障挡
住；阻拦；封锁

250 bathing 1 ['beiðiŋ, 'beiθiŋ] n.沐浴；游泳；洗海水澡 v.洗浴（bath的现在进行式）

251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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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254 billy 1 ['bili] n.棍棒，警棍；伙伴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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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blame 1 ['bleim] vt.责备；归咎于 n.责备；责任；过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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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blizzard 1 ['blizəd] n.暴风雪，大风雪；大打击 vi.下暴风雪 n.(Blizzard)人名；(英)布利泽德

258 blows 1 英 [bləʊ] 美 [bloʊ] n. 打击；殴打；吹 v. 吹；风吹；擤(鼻子)；(保险丝)熔断；<口>浪费(机会)

259 booths 1 [bu:ðz, bu:θs] n.展台；电话亭（booth的复数）

260 Borders 1 n.鲍德斯（公司名，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）

261 bottled 1 ['bɔtld] adj.瓶装的

262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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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bubble 1 ['bʌbl] n.气泡，泡沫，泡状物；透明圆形罩，圆形顶 vi.沸腾，冒泡；发出气泡声 vt.使冒泡；滔滔不绝地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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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267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268 Buyers 1 n. 买主，买方，买家，采购员（名词buyer的复数形式）；拜尔斯（姓氏）

269 buying 1 n.买进 v.购买；获得；收买（buy的ing形式）

270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271 cannons 1 ['kænən] n. 大炮；机关炮 v. 开炮；相撞

272 cards 1 n. 扑克牌 名词card的复数形式.

273 cavalier 1 [,kævə'liə] n.骑士；武士；对女人献殷勤 adj.傲慢的；漫不经心的；无忧无虑的 n.(Cavalier)人名；(法)卡瓦利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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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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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chart 1 n.图表；海图；图纸；排行榜 vt.绘制…的图表；在海图上标出；详细计划；记录；记述；跟踪（进展或发展 n.(Chart)
人名；(泰)察

277 chills 1 [tʃɪl] v. (使)变冷；(使)扫兴；[冶]冷淬 n. 寒冷；扫兴；寒心；着凉 adj. 冷淡的；寒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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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cleaning 1 ['kli:niŋ] n.清洗；清除；去污；大败 v.清洁（clean的ing形式）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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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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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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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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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compiled 1 [kəm'paɪld] adj. 编译的 动词compi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86 compromise 1 ['kɔmprəmaiz] vt.妥协；危害 vi.妥协；让步 n.妥协，和解；折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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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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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concluded 1 [kən'kluːd] vt. 推断出；缔结；使结束 vi. 结束；总结；作决定；作协议

290 concrete 1 [kən'kri:t, 'kɔnkri:t] adj.混凝土的；实在的，具体的；有形的 vi.凝结 vt.使凝固；用混凝土修筑 n.具体物；凝结物

291 conduction 1 [kən'dʌkʃən] n.[生理]传导

292 Connecticut 1 n.美国康涅狄格州（位于美国东北部）

293 cooling 1 ['ku:liŋ] adj.冷却的 n.冷却 n.(Cooling)人名；(英)库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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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corners 1 英 ['kɔː nə(r)] 美 ['kɔː rnər] n. 角落；转角；困境 v. 将 ... 逼入困境；转弯；垄断 adj. 位于角落的

296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297 countr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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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cover 1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
299 creates 1 [kri'ː eɪts] n. 创立 创建.

300 crop 1 [krɔp] n.产量；农作物；庄稼；平头 vt.种植；收割；修剪；剪短 vi.收获

301 crunched 1 [krʌntʃ] v. 发出碎裂声；嘎吱嘎吱地咀嚼；嘎喳嘎喳地碾过 n. 嘎吱声；艰难局面；关键时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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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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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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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305 dance 1 [dɑ:ns, dæns] n.舞蹈；舞会；舞曲 vi.跳舞；跳跃；飘扬 vt.跳舞；使跳跃 adj.舞蹈的；用于跳舞的 n.(Dance)人名；(英)丹
斯；(法)当斯

306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307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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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definitively 1 ['definitivli] adv.决定性地；最后地

310 democracy 1 [di'mɔkrəsi] n.民主，民主主义；民主政治

311 demonstrators 1 n.游行示威者( demonstrator的名词复数 ); 证明者，示范者

312 depth 1 [depθ] n.[海洋]深度；深奥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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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315 disagree 1 [,disə'gri:] vi.不同意；不一致；争执；不适宜

316 disagreement 1 [,disə'gri:mənt] n.不一致；争论；意见不同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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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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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19 dozens 1 ['dʌznz] n. 几十；许多

320 drive 1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321 drops 1 [drɒps] n. 珠；滴剂（名词drop的复数形式） v. 滴，滴下，滴落（动词dr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22 dull 1 [dʌl] adj.钝的；迟钝的；无趣的；呆滞的；阴暗的 vt.使迟钝；使阴暗；缓和 vi.减少；变迟钝 n.(Dull)人名；(罗、匈)杜
尔；(柬)杜；(英)达尔

323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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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economically 1 [,i:kə'nɔmikəli] adv.经济地；在经济上；节俭地

326 edition 1 [i'diʃən] n.版本 版次 集

327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328 eliminated 1 [ɪ'lɪmɪneɪt] v. 除去；剔除；忽略；淘汰

329 embedded 1 [im'bedid] adj.嵌入式的；植入的；内含的 v.嵌入（emb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330 encamped 1 [ɪn'kæmp] v. 宿营；扎营；露营

331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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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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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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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expandable 1 [ik'spændəbl] adj.可膨胀的；可张开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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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explanation 1 [,eksplə'neiʃən] n.说明，解释；辩解

338 exposed 1 [ik'spəuzd] adj.暴露的，无掩蔽的 v.暴露，揭露（expose的过去分词）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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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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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f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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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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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farm 1 [fɑ:m] vi.种田，务农；经营农场 n.农场；农家；畜牧场 vt.养殖；耕种；佃出（土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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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4 fea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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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346 feeds 1 [fiː d] vt. 喂养；饲养；靠 ... 为生；向 ... 提供 vi. 吃饲料；进餐 n. 一餐；饲料；饲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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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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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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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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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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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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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fort 1 [fɔ:t] n.堡垒；要塞；（美）边界贸易站 vt.设要塞保卫 vi.构筑要塞 n.(Fort)人名；(法)福尔；(德、英、西、葡、匈)福特

354 fortified 1 ['fɔ:tifaid] v.筑防御工事于…（fortify的过去式） adj.加强的 n.强化酒（葡萄酒与白兰地或其他烈酒勾兑的混合酒，如
Port酒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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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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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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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furniture 1 ['fə:nitʃə] n.家具；设备；储藏物

360 gam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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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1 gaza 1 ['geizə] n.加沙（地中海岸港市）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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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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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gotten 1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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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greenfield 1 n.市郊绿区 (Greenfield)人名；[英]格林菲尔德 adj.未开发地区的

368 grew 1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
369 grocery 1 ['grəusəri] n.食品杂货店 食品杂货

370 growers 1 [ɡ'rəʊəz] n. 栽培者；生长物 （名词grower的复数形式）

371 guarantees 1 [ˌɡærən'tiː ] n. 保证；保证书；担保；担保人；抵押品 vt. 保证；担保
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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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Hampshire 1 ['hæmpʃə] n.汉普郡（英国南部之一郡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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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harsh 1 [hɑ:ʃ] adj.严厉的；严酷的；刺耳的；粗糙的；刺目的 n.(Harsh)人名；(英)哈什

376 haven 1 ['heivən] n.港口；避难所，安息所 vt.为……提供避难处；安置……于港中 n.(Haven)人名；(英)黑文

377 healthy 1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
378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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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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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heavily 1 ['hevili] adv.沉重地；猛烈地；沉闷地

382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83 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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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4 hol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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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385 hot 1 [hɔt] adj.热的；辣的；热情的；激动的；紧迫的 adv.热；紧迫地 vi.变热 vt.增加；给…加温 n.(Hot)人名；(塞)霍特；(法)奥
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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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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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8 howling 1 ['hauliŋ] adj.咆哮的；极大的；哭哭啼啼的 n.啸鸣 v.咆哮（howl的ing形式）

389 hurts 1 ['hɜ tːs] n. 伤害；疼痛 名词hurt的复数形式.

390 hypothermia 1 [,haipəu'θə:miə] n.降低体温；低体温症

391 income 1 ['inkʌm] n.收入，收益；所得

3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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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3 index 1 ['indeks] n.指标；指数；索引；指针 vi.做索引 vt.指出；编入索引中

394 insolating 1 英 ['ɪnsəʊleɪt] 美 ['ɪnsoʊˌleɪt] vt. 使曝晒

395 interview 1 ['intəvju:] n.接见，采访；面试，面谈 vt.采访；接见；对…进行面谈；对某人进行面试

396 introduced 1 [ɪntrəd'juːst] v. 介绍，引进（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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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issued 1 ['ɪʃu ]ː n. 议题；问题；期刊号；一次发行额；发行；<律>子女 v. 发表；公布；正式发给；发行；流出

399 jimmy 1 ['dʒimi] vt.撬开 n.撬棍；铁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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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Kentucky 1 [ken'tʌki; kən-] n.肯塔基州

402 kidding 1 ['kɪdɪŋ] n. 开玩笑 n. 产羔 动词kid的现在分词.

403 kitchens 1 n. 厨房 名词kitchen的复数形式.

404 knock 1 [nɔk] vi.敲；打；敲击 vt.敲；打；敲击；批评 n.敲；敲打；爆震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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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Latvia 1 ['lætviə] n.拉脱维亚

407 layer 1 n.层，层次；膜；[植]压条；放置者，计划者 vt.把…分层堆放；借助压条法；生根繁殖；将（头发）剪成不同层次 vi.
形成或分成层次；[植]通过压条法而生根

4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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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4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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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10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411 lined 1 [laɪnd] adj. 具线纹的；衬里的 动词l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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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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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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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6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417 lovely 1 adj.可爱的；令人愉快的；爱恋的；秀丽的，优美的 n.美女；可爱的东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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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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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male 1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
421 man 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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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marches 1 ['ma:tʃiz] n.边界地区（尤指英格兰与苏格兰或威尔士的） n.(Marches)人名；(意)马尔凯斯

4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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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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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6 meals 1 [miː lz] n. 伙食 名词meal的复数形式.

4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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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428 measure 1 ['meʒə] n.测量；措施；程度；尺寸 vt.测量；估量；权衡 vi.测量；估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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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memorize 1 ['meməraiz] vt.记住，背熟；记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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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2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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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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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4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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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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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7 mittens 1 ['mɪtnz] n. 不分指手套；连指手套

438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
439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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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Montana 1 [mɔn'tænə] n.蒙大纳（美国州名）

442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443 motivation 1 [,məuti'veiʃən] n.动机；积极性；推动

4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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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446 nails 1 ['neɪlz] n. 指甲 名词nail的复数形式.

447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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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9 naturally 1 ['nætʃərəli] adv.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

450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451 negotiations 1 [nɪɡəʊʃ'ɪeɪʃnz] n. 协商；谈判；磋商 名词negotiation的复数形式.

452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453 nights 1 [naits] n.夜；晚上（night的复数形式） adv.每晚；在夜间

454 no 1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455 nose 1 [nəuz] n.鼻子；嗅觉；突出的部分；探问 vt.嗅；用鼻子触 vi.小心探索着前进；探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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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7 occurs 1 [ə'kɜːz] 动词occur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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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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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0 opposite 1 ['ɔpəzit, -sit] adj.相反的；对面的；对立的 n.对立面；反义词 prep.在…的对面 adv.在对面

461 Oregon 1 ['ɔrigən; -gɔn] n.俄勒冈州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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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464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4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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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6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467 p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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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8 patients 1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469 pave 1 [peiv] vt.铺设；安排；作铺设之用 n.(Pave)人名；(西、塞)帕韦

470 peaceful 1 ['pi:sful] adj.和平的，爱好和平的；平静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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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2 perceives 1 英 [pə'siː v] 美 [pər'sːv] v. 注意到；觉察到；认为；理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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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4 personnel 1 [,pə:sə'nel] n.人事部门；全体人员 adj.人员的；有关人事的

475 pesky 1 ['peski] adj.讨厌的；麻烦的 adv.极端 n.(Pesky)人名；(罗)佩斯基

476 pit 1 [pit] n.矿井；深坑；陷阱；（物体或人体表面上的）凹陷；（英国剧场的）正厅后排；正厅后排的观众 vt.使竞争；窖藏；
使凹下；去…之核；使留疤痕 vi.凹陷；起凹点 n.(Pi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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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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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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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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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0 pole 1 [pəul] n.杆；极点；电极 vt.用竿支撑 n.(Pole)人名；(英)波尔；(俄)波列；(塞)波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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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2 Portland 1 ['pɔ:tlənd; 'pəu-] n.波特兰（美国奥勒冈州最大的城市）

483 potentially 1 [pə'tenʃəli] adv.可能地，潜在地

484 pow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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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5 praying 1 [preɪ] v. 祈祷；请求；恳求；祈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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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488 presidents 1 [p'rezɪdənts] n. 总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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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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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1 preventing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
4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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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3 profession 1 [prəu'feʃən] n.职业，专业；声明，宣布，表白

494 protests 1 英 ['prəʊtest] 美 ['proʊtest] n. 抗议；反对 v. 抗议；反对；申明；断言

495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496 quiet 1 adj.安静的；安定的；不动的；温顺的 n.安静；和平 vt.使平息；安慰 vi.平静下来

497 quiz 1 [kwiz] n.考查；恶作剧；课堂测验 vt.挖苦；张望；对…进行测验

498 rain 1 [rein] n.雨；下雨；雨天；雨季 vi.下雨；降雨 vt.大量地给；使大量落下 n.(Rain)人名；(法)兰；(英)雷恩；(罗、捷)赖恩

499 Ranna 1 [地名] [爱沙尼亚、德国、斯里兰卡] 兰纳

500 rare 1 adj.稀有的；稀薄的；半熟的 adj.杰出的；极度的；非常好的 adv.非常；极其 vi.用后腿站起；渴望

501 reading 1 ['ri:diŋ] n.阅读，朗读；读物；读数 adj.阅读的 v.阅读（read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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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records 1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504 reform 1 [ri'fɔ:m] n.改革，改良；改正 vt.改革，革新；重新组成 vi.重组；改过 adj.改革的；改革教会的

505 reforms 1 英 [rɪ'fɔː m] 美 [rɪ'fɔː rm] n. 改革；改良 v. 改革；革新；改造

506 reliant 1 [ri'laiənt] adj.依赖的；可靠的；信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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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8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509 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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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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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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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3 routine 1 [ru:'ti:n] n.[计]程序；日常工作；例行公事 adj.日常的；例行的

5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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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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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6 screens 1 [skriː nz] n. 屏幕 名词screen的复数形式.

517 screws 1 [sk'ruːz] n. 螺丝 名词screw的复数形式.

518 season 1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519 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5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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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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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1 sends 1 [sendz] n. 随浪上浮 名词send的复数形式.

5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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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3 serving 1 ['sə:viŋ] n.服务；上菜；一份食物 v.服务（serve的ing形式） adj.用于上菜的 n.(Serving)人名；(瑞典)塞尔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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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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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6 sidwell 1 [人名] 西德韦尔

5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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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8 Singh 1 [siŋ] n.辛格（印度总理）；查理·拉杰（电影名）

529 sitting 1 ['sitiŋ] n.入席，就坐；开庭；孵卵；坐着的一段时间 adj.坐着的；孵卵中的；在任期中的 v.坐；坐落（sit的ing形式） n.
(Sitting)人名；(英)西廷

530 sized 1 [saizd] adj.有…大小的 v.相比（size的过去分词）；按大小分类

531 slip 1 [slip] vi.滑动；滑倒；犯错；失足；减退 vt.使滑动；滑过；摆脱；塞入；闪开 n.滑，滑倒；片，纸片；错误；下跌；事故
adj.滑动的；有活结的；活络的 abbr.串行线路接口协议，是旧式的协议（SerialLineInterfaceProtocol） n.(Slip)人名；(芬)斯利
普

532 slipping 1 ['slɪpɪŋ] n. 滑动 动词slip的现在分词形式.

533 smack 1 [smæk] n.滋味；少量；海洛因；风味 vt.掴；用掌击 vi.用掌击；带有…风味 adv.猛然；直接地

534 song 1 [sɔŋ, sɔ:ŋ] n.歌曲；歌唱；诗歌；鸣声 n.(Song)人名；(泰)颂；(柬)松；(英)桑；(老)宋；(越)双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松

535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536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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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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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9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540 spends 1 [s'pendz] n. 开支，花费（spend的复数形式） v. 花费（动词spen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541 spent 1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
5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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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spotted 1 ['spɔtid] adj.有斑点的；斑纹的；弄污的 v.发现（spot的过去分词）；玷污；弄上污痕 n.(Spotted)人名；(英)斯波蒂德

5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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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5 station 1 n.车站；驻地；地位；身份 vt.配置；安置；驻扎

546 stores 1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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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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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9 structure 1 ['strʌktʃə] n.结构；构造；建筑物 vt.组织；构成；建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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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1 summ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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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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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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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4 sustainable 1 adj.可以忍受的；足可支撑的；养得起的；可持续的

555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5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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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57 tankers 1 ['tæŋkəz] 油船

558 tarps 1 联合突击雷达系统

559 teargas 1 ['tiəgæs] n.催泪性毒气 vt.用催泪瓦斯袭击

560 tend 1 [tend] vi.趋向，倾向；照料，照顾 vt.照料，照管

561 tends 1 [tend] v. 趋向；易于；朝向 v. 照料；照管

562 tents 1 [tents] n. 旅游帐篷 名词tent的复数形式.

563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564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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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5 thankfully 1 ['θæŋkfulli] adv.感谢地；感激地

566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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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8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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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0 thirty 1 ['θə:ti] n.三十年代 num.三十 adj.三十个的

571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572 threaten 1 ['θretən] vt.威胁；恐吓；预示 vi.威胁；可能来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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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4 toes 1 英 [təʊ] 美 [toʊ] n. 脚趾；足尖 vt. 趾触；趾踢 vi. 踮着脚尖走 abbr. 吨油当量（=Ton Oil Equivalent）

5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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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6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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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8 treat 1 [tri:t] vt.治疗；对待；探讨；视为 vi.探讨；请客；协商 n.请客；款待 n.(Treat)人名；(英)特里特

579 trees 1 [triː 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的复数形式

580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81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
582 tube 1 [tju:b, tu:b] n.管；电子管；隧道；电视机 vt.使成管状；把…装管；用管输送 vi.乘地铁；不及格

583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584 tur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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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5 turns 1 ['tɜːnz] n.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.

586 tutor 1 ['tju:tə] vt.辅导；约束 n.导师；家庭教师；助教 vi.当家庭教师；（美）在家庭教师指导下学习

587 unable 1 [ʌn'eibl] adj.不会的，不能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；不能胜任的

5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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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9 unions 1 Union Islands of the Pacific also called Tokelaus 太平洋联合岛屿,又称托克劳群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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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1 unless 1 [ən'les] conj.除非，如果不 prep.除…之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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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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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4 upsides 1 [ʌp'saɪdz] adv. 半斤八两；对等

595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596 venturing 1 投机

597 very 1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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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9 violent 1 ['vaiələnt] adj.暴力的；猛烈的

600 volunteer 1 [,vɔlən'tiə] n.志愿者；志愿兵 adj.志愿的 vi.自愿 vt.自愿

601 walls 1 ['wɔː lz] n. 墙壁

602 warning 1 ['wɔ:niŋ] n.警告；预兆；预告 adj.警告的；引以为戒的 v.警告（warn的ing形式） n.(Warning)人名；(德)瓦宁

6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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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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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5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606 welled 1 [wel] adv. 很好地；相当地 int. 好吧；啊 adj. 健康的；良好的；适宜的 n. 井；源泉；楼梯井 v. 涌出

607 wheels 1 [wiː l] n. 方向盘；车轮；旋转；周期 vi. 旋转；转动；改变方向 vt. 用车运；转动；给 ... 装轮子

608 whenever 1 [hwen'evə, hwən-] conj.每当；无论何时 adv.不论何时；随便什么时候

609 whisk 1 [hwisk] vt.拂，掸；搅拌；挥动 vi.飞奔，疾过 n.搅拌器；扫帚；毛掸子

610 windier 1 ['wɪndi] adj. 有风的；多风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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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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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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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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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4 witness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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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5 wonderland 1 ['wʌndəlænd] n.奇境，仙境；非常奇妙的地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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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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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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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9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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