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2-24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6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and 4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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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36 [in] prep.按照（表示方式）；从事于；在…之内 adv.进入；当选；（服装等）时髦；在屋里 adj.在里面的；时髦的 n.执政
者；门路；知情者 n.(In)人名；(中)演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殷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因；(日)寅(名)

4 it 3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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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to 3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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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of 3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7 that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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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was 20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9 news 19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0 facebook 16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11 for 1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 this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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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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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them 1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15 bu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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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is 1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7 O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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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people 9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9 their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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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companies 8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21 content 8 ['kɔntent] n.内容，目录；满足；容量 adj.满意的 vt.使满足 n.(Content)人名；(法)孔唐

22 hom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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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mal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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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by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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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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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have 7 [hæv, 弱həv, əv, v] vt.有；让；拿；从事；允许 aux.已经 n.(Have)人名；(芬)哈韦；(德)哈弗

27 lik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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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our 7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29 some 7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>
稍微

30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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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t 6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挝货币基本单位att）；[化]砹（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） abbr.密封的（airtight）；气温（airtemperature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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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female 6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35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36 munch 6 [mʌntʃ] vt.用力咀嚼；大声咀嚼 vi.用力咀嚼；大声咀嚼 n.用力的咀嚼 n.(Munch)人名；(挪、丹、瑞典)蒙克；(西)蒙奇；
(法)曼什；(英)芒奇

37 on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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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o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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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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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sai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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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s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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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1 these 6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42 who 6 pron.谁；什么人

43 would 6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44 after 5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45 ha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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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6 has 5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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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photos 5 英 ['fəʊtəʊ] 美 ['foʊtoʊ] n. 照片 v. 拍照

49 say 5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50 tech 5 [tek] n.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.技术（technology）；技术员（technician） n.(Tech)人名；(柬)德

51 two 5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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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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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Australia 4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55 Australian 4 [ɔ:'streɪljən] adj.澳大利亚的，澳大利亚人的 n.澳大利亚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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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between 4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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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company 4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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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fir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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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hous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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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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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slides 4 [s'laɪdz] n. 滑梯；幻灯片 名词slide的复数形式.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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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then 4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67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68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69 a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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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born 3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71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72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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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google 3 [gu:gl] 谷歌；谷歌搜索引擎

75 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76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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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hel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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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law 3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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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media 3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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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message 3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
82 mystery 3 [英 [ˈmɪstri] 美 [ˈmɪstəri]] n.秘密，谜；神秘，神秘的事物；推理小说，推理剧；常作mysteries秘技，秘诀

83 never 3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84 Norway 3 ['nɔ:wei] n.挪威（北欧国家名）

85 onl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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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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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painting 3 ['peintiŋ] n.绘画；油画；着色 v.绘画（paint的ing形式）；涂色于 n.(Painting)人名；(英)佩因廷

88 pay 3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89 pers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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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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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photo 3 ['fəutəu] n.照片

92 photographs 3 英 ['fəʊtəgræfs] 美 ['foʊtəgræfs] n. 照片 名词photograph的复数形式.

93 platform 3 ['plætfɔ:m] n.平台；月台，站台；坛；讲台

94 posted 3 英 ['pəʊstɪd] 美 ['poʊstɪd] adj. 有职位的；消息灵通的；发布的 动词po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95 publishers 3 ['pʌblɪfəz] n. 出版公司；出版商 名词publisher的复数形式.

96 put 3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97 scooping 3 ['skuːpɪŋ] n. 舀；捞 动词scoop的现在分词形式.

98 scream 3 [skri:m] vi.尖叫；呼啸；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；令人触目惊心 vt.尖声喊叫；大叫大嚷着要求 n.尖叫声；尖锐刺耳的声
音；极其滑稽可笑的人

99 sharing 3 英 ['ʃeərɪŋ] 美 ['ʃerɪŋ] n. 共享；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.

100 standoff 3 英 ['stændɔː f] 美 ['stændˌɔː f] n. 僵局；平局 adj. 冷淡的

101 street 3 [stri:t] n.街道 adj.街道的 n.(Street)人名；(英、葡)斯特里特；(德)施特雷特

102 technology 3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103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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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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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tiny 3 ['taini] adj.微小的；很少的 n.(Tiny)人名；(葡、印)蒂尼

106 took 3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107 us 3 pron.我们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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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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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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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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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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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Alaska 2 [ə'læskə] n.阿拉斯加州

114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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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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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anything 2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117 articles 2 英 ['ɑ tːɪkl] 美 ['ɑ rːtɪkl] n. 文章；物品；条款；[语]冠词 vt. 订契约

118 Athens 2 ['æθinz] n.雅典（希腊首都）

119 ba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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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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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believe 2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123 benefit 2 n.利益，好处；救济金 vt.有益于，对…有益 vi.受益，得益

124 block 2 n.块；街区；大厦；障碍物 vt.阻止；阻塞；限制；封盖 adj.成批的，大块的；交通堵塞的 n.(Blo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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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、西、葡、芬、罗)布洛克

125 boxes 2 英 [bɒksɪs] 美 [bɑːksɪs] n. 男式平角内裤 n. 盒子，箱子（名词box的的复数形式）

126 built 2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127 can 2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的）食品罐头

128 century 2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129 color 2 ['kʌlə] n.颜色；肤色；颜料；脸色 vt.粉饰；给...涂颜色；歪曲 vi.变色；获得颜色

130 com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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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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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couple 2 ['kʌpl] n.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结合；成婚 vt.结合；连接；连合 n.(Couple)人名；(法)库普勒

133 curators 2 n.管理者( curator的名词复数 ); 管理人; 图书馆馆长; 管理者的职位（或身份）

134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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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Edvard 2 爱德华

137 even 2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138 finding 2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139 Francesca 2 [frɑ:n'tʃeska; fræn-] n.弗朗西斯卡（女名）

140 Greece 2 希腊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
141 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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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2 hidden 2 ['hidən] adj.隐藏的 v.隐藏，躲藏（hide的过去分词） n.(Hidden)人名；(英)希登

143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44 hoping 2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45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46 inaudible 2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
147 included 2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48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149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50 loc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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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look 2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152 lost 2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153 lo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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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ma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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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madman 2 ['mædmən] n.疯子，狂人；精神病患者

156 mid 2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
157 m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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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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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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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move 2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161 m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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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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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Older 2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164 online 2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165 onto 2 ['ɔntu, -tə] prep.在…之上；对…了解；映射到…上 adj.映射的；自身的；映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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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6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67 painted 2 ['peintid] adj.描画的；着色的；刷上油漆的 v.油漆（pai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Painted)人名；(瑞典)帕因特德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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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reached 2 到达

170 real 2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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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required 2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173 restore 2 [ri'stɔ:] vt.恢复；修复；归还 vi.恢复；还原

174 search 2 [sə:tʃ] vi.搜寻；调查；探求 vt.搜索；搜寻；调查；搜查；探求 n.搜寻；探究，查究 n.(Search)人名；(英)瑟奇

175 see 2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176 social 2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177 soul 2 n.灵魂；心灵；精神；鬼魂 n.一种人，某种人（强调具有某种特质的人） adj.美国黑人文化的 n.(Soul)人名；(英、法)苏
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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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stories 2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80 sto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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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taken 2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182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183 thought 2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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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too 2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186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187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188 Wednesday 2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189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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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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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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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written 2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
195 wrote 2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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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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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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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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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1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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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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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alive 1 [ə'laiv] adj.活着的；活泼的；有生气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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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Alzheimer 1 n. 老年痴呆症（亦称:Alzheimer's disease，阿兹海默症）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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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Amsterdam 1 [,æmstə'dæm] n.阿姆斯特丹（荷兰首都）；阿姆斯特丹（美国纽约东部城市）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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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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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0 anchorage 1 ['æŋkəridʒ] n.锚地；下锚；停泊税

211 anybody 1 ['eni,bɔdi] pron.任何人 n.重要人物

212 anymore 1 ['eni'mɔ:] adv.再也不，不再

213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14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215 apply 1 [ə'plai] vt.申请；涂，敷；应用 vi.申请；涂，敷；适用；请求

216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17 art 1 n.（包括雕塑、绘画、音乐等的）艺术，美术；美术（作）品；艺品（作）品；（表演）艺术；技术，技巧； adj.艺术
的；艺术品的；具有艺术性的 v.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，过时用法

218 article 1 ['ɑ:tikəl] n.文章；物品；条款；[语]冠词 vt.订约将…收为学徒或见习生；使…受协议条款的约束 vi.签订协议；进行控告

219 artists 1 英 ['a:tists] 美 ['ɑ:tists] n. 艺术家（名词ar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20 artwork 1 ['ɑ:twə:k] n.艺术品；插图；美术品

221 artworks 1 ['ɑ tːwɜːks] 艺术品

222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223 attendant 1 [ə'tendənt] adj.伴随的；侍候的 n.服务员，侍者；随员，陪从

224 australians 1 英[ɒˈstreɪlɪənz] 美[ɔ̍ streɪljənz] n.澳大利亚人（ Australian的名词复数 ）

225 author 1 ['ɔ:θə] n.作者；作家；创始人 vt.创作出版

226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27 baby 1 ['beibi] n.婴儿，婴孩；孩子气的人 vt.纵容，娇纵；把……当婴儿般对待 adj.婴儿的；幼小的 n.(Baby)人名；(法、葡)巴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
228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229 beautiful 1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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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big 1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232 bigger 1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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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4 bot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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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bought 1 [bɔ:t] v.买（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6 bringing 1 [briŋ] vt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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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238 camera 1 ['kæmərə] n.照相机；摄影机 n.(Camera)人名；(英、意、西)卡梅拉

239 capit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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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captions 1 ['kæpʃn] n. 说明文字 v. 给（图片、照片等）加说明文字

241 capture 1 vt.俘获；夺得；捕捉，拍摄,录制 n.捕获；战利品，俘虏

242 certai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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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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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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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charities 1 ['tʃærəti] n. 慈善；宽厚；慈善机关(团体)；仁慈

246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
247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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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clicking 1 [k'lɪkɪŋ] n. 微小静电干扰声

250 clues 1 [klu ]ː n. 线索；提示

251 collection 1 [kə'lekʃən] n.采集，聚集；[税收]征收；收藏品；募捐

252 colored 1 ['kʌləd] adj.有色的；着色的；有色人种的 v.把...染色，粉饰，脸红（color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253 comment 1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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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4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255 comparing 1 [kəm'peərɪŋ] n. 比较 动词compare的现在分词.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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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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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259 connecting 1 [kə'nektiŋ] n.连接；管接头，套管 adj.[计]连接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ing形式）

260 considering 1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
261 construct 1 [kən'strʌkt] vt.建造，构造；创立 n.构想，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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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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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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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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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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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couch 1 [kautʃ] n.睡椅，长沙发；床；卧榻 vi.蹲伏，埋伏；躺着 vt.使躺下；表达；弯下 n.(Couch)人名；(英)库奇

268 coverage 1 n.覆盖，覆盖范围；新闻报道

269 critic 1 ['kritik] n.批评家，评论家；爱挑剔的人

270 criticism 1 ['krɪtɪsɪzəm] n.批评；考证；苛求

271 criticize 1 [ˈkrɪtɪsaɪz] vt.批评；评论；非难 vi.批评；评论；苛求

272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273 cultural 1 ['kʌltʃərəl] adj.文化的；教养的

274 cupboard 1 ['kʌbəd] n.碗柜；食橱

275 dated 1 ['deitid] adj.陈旧的；过时的；有日期的 v.注有日期（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6 day 1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277 deals 1 [diː l] n. 协定；交易；大量 v. 应付；分配；处理；交易；经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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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decrypt 1 [di:'kript] vt.译电文；解密码；解释

280 descend 1 [di'send] vi.下降；下去；下来；遗传；屈尊 vt.下去；沿…向下

281 detail 1 ['di:teil, di'teil] n.细节，详情 vt.详述；选派 vi.画详图

282 diary 1 ['daiəri] n.日志，日记；日记簿

283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284 dies 1 ['daii:z] v.死亡；消失（动词di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凋谢 n.[机]模具（名词die的复数）；（拉）日 n.(Dies)人名；(英)
戴斯；(西)迭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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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disbelief 1 [,disbi'li:f] n.怀疑，不信

287 distributing 1 [dɪs'trɪbjʊ( )ːtɪŋ] adj. 分布的 及物动词distribute的现在分词.

288 diversion 1 [dai'və:ʃən, di-] n.转移；消遣；分散注意力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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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doghouse 1 ['dɔghaus] n.狗窝；犬舍

291 donation 1 [dəu'neiʃən] n.捐款，捐赠物；捐赠

292 don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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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3 dramatic 1 adj.戏剧的；急剧的；引人注目的；激动人心的

294 dream 1 [dri:m] vi.梦想；做梦，梦见；想到 n.梦想，愿望；梦 vt.梦想；做梦；想到 adj.梦的；理想的；不切实际的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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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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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easier 1 [英 ['i:zɪə] 美 ['i:zɪr]] adj.更简单；容易些（easy的比较级形式）；较早的

298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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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9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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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302 eventually 1 [i'ventʃuəli] adv.最后，终于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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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exact 1 adj.准确的，精密的；精确的 vt.要求；强求；急需 vi.勒索钱财

305 examine 1 [ig'zæmin] vt.检查；调查；检测；考试 vi.检查；调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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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excited 1 [ik'saitid] adj.兴奋的；激动的；活跃的 v.激动；唤起（excit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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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exploring 1 [ɪks'plɔː rɪŋ] n. 探索；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10 expressionist 1 [iks'preʃənist] n.表现派作家；表现主义艺术家 adj.表现主义的

311 faint 1 ['feint] adj.模糊的；头晕的；虚弱的；[医]衰弱的 vi.昏倒；变得微弱；变得没气力 n.[中医]昏厥，昏倒

312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313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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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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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318 fiercely 1 ['fiəsli] adv.猛烈地；厉害地

319 fill 1 [fil] vt.装满，使充满；满足；堵塞；任职 vi.被充满，膨胀 n.满足；填满的量；装填物 n.(Fill)人名；(德、俄、匈)菲尔

320 filling 1 ['filiŋ] n.填充；填料 v.填满；遍及（fill的ing形式） n.(Filling)人名；(瑞典)菲林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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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fin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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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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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fire 1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开
枪；激动；烧火

325 flea 1 [fli:] n.跳蚤；低廉的旅馆；生蚤的动物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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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flooding 1 ['flʌdiŋ] n.泛滥；产后出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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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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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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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foundation 1 [faun'deiʃən] n.基础；地基；基金会；根据；创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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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generation 1 [,dʒenə'reiʃən] n.一代；产生；一代人；生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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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gingerbread 1 ['dʒindʒə,bred] n.姜饼；华而不实的东西 adj.华而不实的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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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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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gogh 1 n.高赫（姓氏）

340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341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342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343 grateful 1 ['greitful] adj.感谢的；令人愉快的，宜人的

344 handed 1 ['hændid] adj.有手的；用...手的 v.帮助（hand的过去分词）；递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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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5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346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47 heads 1 [hedz] adj.正面朝上的 n.(Heads)人名；(英)黑兹

348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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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heartwarming 1 ['hɑ:t,wɔ:miŋ] adj.感人的；暖人心房的

351 heavy 1 adj.沉重的；繁重的，巨大的；拥挤的；阴沉的 n.重物；严肃角色 adv.大量地；笨重地

352 Henri 1 n.亨利（人名）

353 hi 1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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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historians 1 [hɪs'tɔː riənz] 历史学家

356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357 houses 1 ['hauziz] n.住宅；家园；洋房（house的复数）；房子的总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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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360 identity 1 [ai'dentəti] n.身份；同一性，一致；特性；恒等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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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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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364 inspired 1 [in'spaiəd] adj.有灵感的；官方授意的 v.激发（inspire的过去分词）；鼓舞

365 Instagram 1 英 [ˌins'tægrəm] 美 [ˌɪns'tægrəm] n. 一款图片分享应用

366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367 Institutes 1 英 ['ɪnstɪtju tː] 美 ['ɪnstɪtu tː] n. 学院；学会；协会 vt. 开始；制定；创立

368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369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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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1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372 jennifer 1 ['dʒenifə] n.詹尼弗（女子名）

373 johannes 1 [dʒəu'hænis] n.葡萄牙18，19世纪的金币 n.(Johannes)人名；(英、西)约翰尼斯；(德、芬、捷、挪、冰、丹、意、瑞典)
约翰内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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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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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Kansas 1 ['kænzəs] n.堪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3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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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79 klm 1 [kɪm] n. 公里(千米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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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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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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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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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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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5 legislation 1 [,ledʒis'leiʃən] n.立法；法律

386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387 letters 1 [letəz] n.[语]字母；书信；读者投书栏（letter的复数） v.用字母标明；用印刷体写（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388 links 1 ['liŋks] n.[计]链接（link的复数）；沙地；沙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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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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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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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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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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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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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marke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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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Matisse 1 [mə'ti:s] n.马蒂斯（法国画家、雕刻家和版画家）

398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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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mentally 1 ['mentəli] adv.精神上，智力上；心理上

401 messages 1 ['mesɪdʒɪz] n.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.

402 minister 1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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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mom 1 [mɔm] n.妈妈 n.(Mom)人名；(柬)蒙

405 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
406 much 1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407 museum 1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408 mysteries 1 ['mɪstərɪz] n. 古代的秘密宗教仪式；奥秘，神秘（名词mystery的复数形式）

409 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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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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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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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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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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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Norwegian 1 [nɔ:'wi:dʒən] adj.挪威的；挪威语的；挪威人的 n.挪威语；挪威人

416 notes 1 英 [nəʊt] 美 [noʊt] n. 笔记；便条；纸币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音调 vt. 注意；记录；注解

417 nothing 1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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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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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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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opposes 1 英 [ə'pəʊz] 美 [ə'poʊz] v. 反对；对抗；使对立

423 origin 1 ['ɔridʒin, 'ɔ:-] n.起源；原点；出身；开端

424 Oslo 1 ['ɔzləu; 'uslu] n.奥斯陆（挪威首都）

425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426 outsiders 1 [aʊt'saɪdəz] 局外人

427 ov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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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owners 1 ['əʊnəz] 业主

429 pages 1 ['peɪdʒɪz] n. 页 名词page的复数形式.

430 paint 1 vt.油漆；绘画；装饰；涂色于；描绘；（用语言，文字等）描写；擦脂粉等 vi.油漆；描绘；绘画；化妆 n.油漆；颜
料，涂料；绘画作品；胭脂等化妆品；色彩，装饰 n.潘（人名）

431 painter 1 ['peintə] n.画家；油漆匠 n.(Painter)人名；(英)佩因特

432 pair 1 [pεə] n.一对，一双，一副 vt.把…组成一对 n.(Pair)人名；(英、法)佩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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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parachute 1 ['pærə,ʃu:t] n.降落伞 vi.跳伞 空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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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5 pass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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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6 paying 1 ['pei'ŋ] adj.支付的；赢利的；合算的 n.支付；填缝；放送绳链 v.支付；报答（pay的ing形式）

437 pencil 1 ['pensəl] n.铅笔；笔状物 vt.用铅笔写；用眉笔涂 vi.成铅笔状

438 perseverance 1 [,pɜ:sə'vɪərəns] n.坚持不懈；不屈不挠 n.耐性；毅力

439 photographer 1 [fə'tɔgrəfə] n.摄影师；照相师

440 photographic 1 [,fəutə'græfik] adj.摄影的；逼真的；（尤指记忆）详细准确的

441 physically 1 ['fizikli] adv.身体上，身体上地

442 pictorial 1 [pik'tɔ:riəl] adj.绘画的；形象化的 n.画报；画刊

443 picture 1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
4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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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pointed 1 ['pɔintid] adj.尖的；突出的；锐利的；率直的 v.指出；瞄准（point的过去式）

446 politicians 1 [pɒlɪ'tɪʃnz] 政治家

447 portraits 1 ['pɔː trɪts] 画像

448 post 1 [pəust] n.岗位；邮件；标杆 vt.张贴；公布；邮递；布置 vi.快速行进 n.(Po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捷、瑞典、荷)波斯特

4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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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0 practically 1 ['præktikəli] adv.实际地；几乎；事实上

451 prevented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
452 prime 1 [praim] adj.主要的；最好的；基本的 adv.极好地 n.初期；青年；精华；全盛时期 vt.使准备好；填装 vi.作准备 n.(Prime)
人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
453 producers 1 生产性

4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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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5 published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456 purchased 1 ['pɜ tːʃəst] adj. 购买的 动词purch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57 questioned 1 ['kwestʃən] n. 问题；疑问 v. 询问；怀疑

458 quote 1 [kwəut, kəut] vt.报价；引述；举证 vi.报价；引用；引证 n.引用

459 ran 1 [ræn] v.跑（run的过去式） n.(Ran)人名；(俄、瑞典、塞)拉恩；(柬)兰

460 randomly 1 adv.随便地，任意地；无目的地，胡乱地；未加计划地

4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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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2 reaching 1 [riː tʃ] v. 到达；伸出；达成；取得联系；延伸；（伸手）去够 n. 范围；影响力；河段；等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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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4 readers 1 ['riː dəz] n. 读者

465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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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recognized 1 ['rekəɡnaɪzd] adj. 公认的；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68 rediscover 1 英 [ˌriː dɪ'skʌvə(r)] 美 [ˌriː dɪ'skʌvər] v. 重新发现

469 reliable 1 [ri'laiəbl] adj.可靠的；可信赖的 n.可靠的人

470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471 renewed 1 [ri'nju:d] adj.更新的；复兴的；重建的 v.更新；恢复（renew的过去分词）

472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73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474 resident 1 adj.居住的；定居的 n.居民；住院医生

475 restrictive 1 [ri'striktiv] adj.限制的；限制性的；约束的 n.限制词

476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4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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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8 reunite 1 [,ri:ju:'nait] vt.使重聚；使再结合；使再联合 vi.重聚；再结合；再联合

479 roof 1 [ru:f, ruf] n.屋顶；最高处，顶部；最高限度 vt.给…盖屋顶，覆盖 n.(Roof)人名；(英)鲁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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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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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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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2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483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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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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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6 scrolling 1 [sk'rəʊlɪŋ] n. 卷动 动词scroll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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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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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9 seller 1 ['selə] n.卖方，售货员 n.(Seller)人名；(匈)谢勒；(西)塞列尔

490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491 share 1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
492 shared 1 英 [ʃeəd] 美 [ʃerd] adj. 共享的；共用的 v. 分享，共享；分配；共有（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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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495 shutdown 1 ['ʃʌtdaun] n.关机；停工；关门；停播

496 sides 1 [saɪdz] n.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.

497 sister 1 n.姐妹；（称志同道合者）姐妹；修女；护士 adj.姐妹般的；同类型的

498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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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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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1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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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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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5 speculated 1 ['spekjuleɪt] vt. 推测 vi. 投机；深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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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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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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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9 steal 1 vt.剽窃；偷偷地做；偷窃 vi.窃取；偷偷地行动；偷垒 n.偷窃；便宜货；偷垒；断球

510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511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512 studio 1 ['stju:diəu, 'stu:-] n.工作室；[广播][电视]演播室；画室；电影制片厂

513 subjects 1 ['sʌbdʒɪkts] n. 科目 名词subjec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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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5 suddenly 1 ['sʌdnli] adv.突然地；忽然

516 sweet 1 [[swi:t] adj.甜的；悦耳的；芳香的；亲切的 n.糖果；乐趣；芳香；宝贝 （俚）酷毙了 n.(Sweet)人名；(英)斯威特

517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518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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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0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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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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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3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5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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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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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5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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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7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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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9 treasures 1 英 ['treʒə(r)] 美 ['treʒər] n. 财富；宝物 vt. 珍藏；珍视

530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31 troubling 1 adj.令人不安的;令人烦恼的

5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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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twitter 1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
534 unclear 1 英 [ˌʌn'klɪə(r)] 美 [ˌʌn'klɪr] adj. 不清楚的；含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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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6 unfair 1 [,ʌn'fεə] adj.不公平的，不公正的

537 unintentionally 1 [ˌʌnɪn'tenʃənəli] adv. 非故意地

538 unknown 1 ['ʌn'nəun] adj.未知的；陌生的，默默无闻的 n.未知数；未知的事物，默默无闻的人

539 unnecessary 1 [,ʌn'nesəsəri] adj.不必要的；多余的，无用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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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1 unveiled 1 adj.裸露的；公布于众的 v.公开（unveil的过去分词）；原形毕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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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van 1 [væn] n.先锋；厢式货车；增值网 vt.用车搬运 n.(Van)人名；(老、泰、柬、缅)万

544 vandalized 1 ['vændəlaɪz] vt. 肆意破坏

545 Vermeer 1 n.维梅尔（女子名）

546 victims 1 ['vɪktɪmz] n. 受害者 名词victim的复数形式.

547 viewers 1 ['vjuːəz] n. 观看者；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.

548 Vincent 1 ['vinsənt] n.文森特（男名）

549 violence 1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5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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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51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5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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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3 visited 1 v.拜访，访问（visit的过去式）

554 visitors 1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555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
556 walls 1 ['wɔː lz] n. 墙壁

557 want 1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
5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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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9 wasn 1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
5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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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1 welcoming 1 ['welkəm] vt. 欢迎 adj. 受欢迎的 n. 欢迎 int. 欢迎(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)

562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563 whoever 1 [hu:'evə] pron.无论谁；任何人 n.《爱谁谁》（电影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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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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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6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567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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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9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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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1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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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2 yesterday 1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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