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2-25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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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bundant 1 [ə'bʌndənt] adj.丰富的；充裕的；盛产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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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tive 2 ['æktiv] adj.积极的；活跃的；主动的；有效的；现役的 n.主动语态；积极分子

5 administration 3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6 African 1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7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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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greed 1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10 agreement 2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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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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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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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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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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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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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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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0 analysts 1 ['ænəlɪsts] n. 分析员 名词analyst的复数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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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nd 4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3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24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5 another 1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26 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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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28 anyway 1 ['eniwei] adv.无论如何，不管怎样；总之

29 apple 1 n.苹果，苹果树，苹果似的东西；[美俚]炸弹，手榴弹，（棒球的）球；[美俚]人，家伙。

30 a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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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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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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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association 1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34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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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 avoid 3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36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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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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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ackyards 1 ['bækjɑːdz] n. 屋后的一块平地; 屋后的一块草地; 后院

40 b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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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Banks 1 [bæŋks] n.班克斯（姓氏）

42 Barack 2 n.贝拉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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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basics 2 ['beisiks] n.基础；基本要素（basic的复数） n.(Basics)人名；(匈)鲍希奇

44 be 7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5 beach 1 [bi:tʃ] n.海滩；湖滨 vt.将…拖上岸 vi.搁浅；定居 n.(Beach)人名；(英)比奇

46 bears 1 [beəz] n. 熊；卖空者 名词bear的复数形式. 动词bear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47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48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49 becomes 1 [bɪ'kʌm] v. 变成；成为；变得；适合（某人）；使（人）显得漂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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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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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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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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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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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biden 3 n. 拜登(姓氏)

57 big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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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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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bike 1 [baik] n.自行车；脚踏车 vi.骑自行车（或摩托车） n.(Bike)人名；(土、土库、塞)比克

60 billions 1 ['bɪljənz] n.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.

61 blending 1 ['blendiŋ] n.混合；调配；混和物 adj.混合的 v.混合；协调（blend的ing形式）

62 blighted 1 [b'laɪtɪd] adj. 枯萎的；摧毁的 动词bligh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63 boardwalk 1 ['bɔ:dwɔ:k] n.木板路

64 boomtown 1 ['bu:m,taun] n.新兴都市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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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brand 1 [brænd] vt.铭刻于，铭记；打烙印于；印…商标于 n.商标，牌子；烙印 n.(Br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西、意、罗、葡、
捷、芬、瑞典、匈)布兰德；(法)布朗

67 breeding 1 ['bri:diŋ] n.繁殖；饲养；教养；再生 v.生产；培育；使…繁殖（breed的ing形式） n.(Breeding)人名；(英)布里丁

68 British 1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69 build 2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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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businesses 3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72 bus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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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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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by 2 prep.通过；被；依据；经由；在附近；在……之前 adv.通过；经过；附近；[互联网]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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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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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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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alories 1 ['kælərɪz] n. 卡路里 名词calorie(calory)的复数形式.

79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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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81 capital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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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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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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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catnap 1 ['kætnæp] vi.打瞌睡；假寐 n.瞌睡；假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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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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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certainly 2 ['sə:tənli] adv.当然；行（用于回答）；必定

89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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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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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93 chefs 1 n. 大厨；主厨（chef的复数）

94 choice 1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95 cited 1 [saɪt] vt. 引用；传讯；表扬；举(例)

96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97 claydon 1 n. 克莱登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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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closed 2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100 cnn 6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101 Coates 1 n.科茨（姓氏）；高氏（涂料公司名）

102 cobbler 1 ['kɔblə] n.补鞋匠；工匠；冷饮料；脆皮水果馅饼

103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104 commercial 1 [kə'mə:ʃəl] adj.商业的；营利的；靠广告收入的 n.商业广告

105 commitment 1 [kə'mitmənt] n.承诺，保证；委托；承担义务；献身

106 competitions 1 竞赛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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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conspicuous 1 [kən'spikjuəs] adj.显著的；显而易见的

109 constitution 1 n.宪法；体制；章程；构造；建立，组成；体格

110 contracts 1 英 ['kɒntrækt] 美 ['kɑːntrækt] n. 合同；婚约；合约；契约 v. 缩小；订合同；缩短；感染（疾病）；招致

111 control 3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112 controversial 1 [,kɔntrə'və:ʃəl] adj.有争议的；有争论的

113 cookie 2 ['kuki] n.饼干；小甜点

114 cookies 1 ['kʊki] n. 饼干；<俚>家伙

115 cooking 1 n.烹饪 adj.烹调的 v.烹调；筹划（cook的ing形式）

116 cooperate 1 [kəu'ɔpəreit] vi.合作，配合；协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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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coral 1 ['kɔ:rəl] n.珊瑚；珊瑚虫 adj.珊瑚的；珊瑚色的 n.(Coral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)科拉尔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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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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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countries 3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22 country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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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course 1 n.科目；课程；过程；进程；道路；路线，航向；一道菜 vt.追赶；跑过 vi.指引航线；快跑

124 cream 2 [kri:m] n.奶油，乳脂；精华；面霜；乳酪

125 critics 2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26 crumble 1 ['krʌmbl] vi.崩溃；破碎，粉碎 vt.崩溃；弄碎，粉碎 n.面包屑

127 culinary 1 ['kʌlinəri] adj.厨房的；烹调用的

128 cupcakes 1 n.纸杯蛋糕( cupcake的名词复数 ); （经常用于称呼语中）指有魅力的女人; 指软弱和女性化的男人或男孩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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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daybreak 1 ['deibreik] n.黎明；破晓

131 deal 6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
西)迪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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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33 definitely 2 ['definitli] adv.清楚地，当然；明确地，肯定地

134 delivering 1 v.发表（deliver的ing形式）；投递

135 demand 1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
136 Denver 1 ['denvə] n.丹佛（地名，美国城市）

137 dessert 1 [di'zə:t] n.餐后甜点；甜点心 n.(Dessert)人名；(法)德塞尔

138 desserts 3 [dɪ'zɜ tːs] 甜品

139 devices 1 [dɪ'vaɪsɪz] n. 设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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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d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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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43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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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5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146 dow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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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wned 1 ['daʊnd] adj. 击落的；击倒的 动词dow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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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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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eastern 4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151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152 eclair 1 [i'kleə(r)] n.（法）一种指形小饼 n.(Eclair)人名；(法)埃克莱尔

153 economic 2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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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edition 1 [i'diʃən] n.版本 版次 集

156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157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58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159 Elbrus 1 n.(Elbrus)人名；(阿塞)埃尔布鲁斯

160 elderly 1 ['eldəli] adj.上了年纪的；过了中年的；稍老的

161 electricity 1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
162 elusive 1 [i'lju:siv,-səri] adj.难懂的；易忘的；逃避的；难捉摸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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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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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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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eruption 1 [i'rʌpʃən] n.爆发，喷发；火山灰；出疹

167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68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69 etna 1 ['etnə] n.小酒精炉；酒精灯煮水器

170 eu 1 abbr.欧盟（EuropeanUnion）；能量单位（EnergyUnit）；熵的单位（EntropyUnit）；等效单位（EquivalentUnit） n.(Eu)人
名；(中)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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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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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eventually 2 [i'ventʃuəli] adv.最后，终于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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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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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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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exchange 1 [iks'tʃeindʒ] n.交换；交流；交易所；兑换 vt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 vi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

178 exercise 1 ['eksəsaiz] n.运动；练习；运用；操练；礼拜；典礼 vt.锻炼；练习；使用；使忙碌；使惊恐 vi.运动；练习

179 exterminator 1 [ik'stə:mineitə] n.根除者；（美）灭鼠药；（美）职业的消灭害虫者

180 facilities 1 [fə'sɪlɪtɪz] n. 设施；设备；工具 名词facility的复数形式.

181 famous 2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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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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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fears 1 英 [fɪə(r)] 美 [fɪr] n. 担心；害怕；恐惧；【中药学】相畏 v. 害怕；担心；恐惧

185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86 felt 1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187 female 12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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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190 figure 1 ['figə] n.数字；人物；图形；价格；（人的）体形；画像 vi.计算；出现；扮演角色 vt.计算；认为；描绘；象征

191 figured 1 ['figəd] adj.华丽的；有形状的；用图画表现的；有图案的 v.以图画或图表描绘；设想（figu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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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fin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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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fir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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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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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flan 1 [flæn] n.果馅饼；坯子 vt.用蛋奶冻馅饼袭击 n.(Flan)人名；(法)弗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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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flow 1 [fləu] vi.流动，涌流；川流不息；飘扬 vt.淹没，溢过 n.流动；流量；涨潮，泛滥 n.(Flow)人名；(英)弗洛

199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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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202 foxes 1 英 [fɒks] 美 [fɑːks] n. 狐狸；狡猾的人；<美>迷人的时髦女郎 vt. 欺骗；迷惑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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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205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06 garden 1 ['gɑ:dn] n.花园；菜园 vt.栽培花木 vi.从事园艺；在园中种植 n.(Garden)人名；(英、意、巴基)加登

207 gardens 1 ['gɑːdnz] n. 公园；花园；园林 名词garden的复数形式.

208 get 4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09 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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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212 gnaw 1 [nɔ:] vt.咬；折磨；侵蚀 vi.咬；折磨；侵蚀

213 gnawing 1 ['nɔ:iŋ] adj.令人痛苦的；折磨人的 n.咬；不断的苦痛 v.咬；侵蚀（gnaw的ing形式）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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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5 go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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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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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goodies 1 ['ɡʊdi] n. 想要的东西；甜食；伪善者；<古>身份低微之老妇 int. 这实在太好了

218 go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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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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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9 gourmet 4 ['guəmei] n.美食家 菜肴精美的

220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221 gyms 1 n. 健身房；体育馆（gym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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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harder 1 [ha:də] adj.更难的；更努力的；更坚固的（hard的比较级） n.(Har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哈德

224 ha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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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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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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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he 1 [hi:, 弱 hi, i:, i] n.男孩，男人；它（雄性动物） pron.他 n.(He)人名；(日)户(姓)；(朝)海；(柬)赫

228 heading 1 ['hediŋ] n.标题；（足球）头球；信头 v.用头顶（head的ing形式） n.(Heading)人名；(英)黑丁

229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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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Heights 1 n.高度（电影名）

232 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233 high 2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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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historic 1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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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hole 2 [həul] n.洞，孔；洞穴，穴；突破口 vi.凿洞，穿孔；（高尔夫球等）进洞 vt.凿洞 n.(Hole)人名；(瑞典、挪)霍勒；(英)霍
尔

238 homeowners 1 ['həʊməʊnəz] / n.；自己拥有住房者；(住自己房子的)私房屋主

239 homes 1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国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240 honor 1 ['ɔnə] n.荣誉；信用；头衔 vt.尊敬（等于honour）；给…以荣誉

241 house 1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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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however 2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244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245 ice 2 [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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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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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immune 1 [i'mju:n] adj.免疫的；免于……的，免除的 n.免疫者；免除者

248 imposed 1 英 [ɪm'pəʊz] 美 [ɪm'poʊz] v. 强加；课征；强迫；征收(税款)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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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0 inaudible 5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
251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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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increased 2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54 infamous 1 ['infəməs] adj.声名狼藉的；无耻的；邪恶的；不名誉的

255 ingredient 1 [in'gri:diənt] n.原料；要素；组成部分 adj.构成组成部分的

256 inner 1 ['inə] adj.内部的；内心的；精神的 n.内部

257 inspections 1 n. 检查；视察；安全检测（inspection的复数）

258 inspectors 1 n. 检查员，巡视员（inspector的复数形式）；检查器

259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260 international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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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int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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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involv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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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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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3 Iran 14 [i'rɑ:n; i'ræn] n.伊朗（亚洲国家）

264 is 1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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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it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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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Italy 1 ['itəli] n.意大利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
268 its 9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69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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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key 1 [ki:] n.（打字机等的）键；关键；钥匙 vt.键入；锁上；调节…的音调；提供线索 vi.使用钥匙 adj.关键的 n.(Key)人名；
(英)基；(德、荷、瑞典)凯

272 kind 1 [kaind] n.种类；性质 adj.和蔼的；宽容的；令人感激的 n.(Kind)人名；(德、俄、法、捷)金德；(瑞典)欣德

273 kingdom 2 ['kiŋdəm] n.王国；界；领域 n.(Kingdom)人名；(英)金德姆

274 kitchen 1 ['kitʃin] n.厨房；炊具；炊事人员 n.(Kitchen)人名；(英)基钦

275 knows 1 英 [nəʊ] 美 [noʊ] v. 了解；知道；认识 n. 知情

276 lady 1 ['leidi] n.女士，夫人；小姐；妻子

277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278 la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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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lazy 1 adj.懒惰的；懒洋洋的；怠惰的；慢吞吞的 n.(Lazy)人名；(德)拉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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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led 2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282 lef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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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3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284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85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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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288 lions 1 [[ˈlaiənz] n.狮子（lion的复数）；雄狮；腰角 n.(Lions)人名；(法)利翁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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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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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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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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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lock 1 [lɔk] vt.锁，锁上；隐藏 vi.锁；锁住；卡住 n.锁；水闸；刹车 n.(Lock)人名；(英、丹、德、瑞典)洛克

294 lockdown 2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295 London 5 ['lʌndən] n.伦敦

296 lo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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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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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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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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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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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303 lured 1 英 [lʊə(r)] 美 [lʊr] vt. 诱惑；吸引 n. 诱惑；吸引力；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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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mad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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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mainland 2 ['meinlənd] n.大陆；本土 adj.大陆的；本土的 n.(Mainland)人名；(英)梅因兰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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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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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mal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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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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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312 mayor 1 ['mεə] n.市长 n.(Mayor)人名；(英)梅厄；(法、西、俄)马约尔

313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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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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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6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317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318 middle 4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319 migh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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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migrating 1 ['maɪɡreɪtɪŋ] n. 迁移 动词migra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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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mo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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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324 mt 5 abbr.磁带（MagneticTape）；平均时间（MeanTime）；军事训练（MilitaryTraining）；主计时器（MasterTimer）

325 multiply 1 ['mʌltiplai] vt.乘；使增加；使繁殖；使相乘 vi.乘；繁殖；增加 adv.多样地；复合地 adj.多层的；多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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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nations 2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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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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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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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32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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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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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nobody 1 ['nəubədi, -bɔdi] pron.无人，没有人；没有任何人 n.无名小卒；小人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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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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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nuclear 9 ['nju:kliə, 'nu:-] adj.原子能的；[细胞]细胞核的；中心的；原子核的

339 numb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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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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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nuts 2 [nʌts] adj.发狂的；热衷的；狂热的 int.胡说；呸 n.坚果；螺母（nut的复数）；核心 v.采坚果；用头撞（nut的三单形式）

342 Obama 2 n. 巴拉克- 奥巴马(1961-)；美国第44任总统(2009-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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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345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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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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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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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9 O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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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once 2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351 on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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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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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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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or 2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
355 Oreo 1 ['ɔ:riəu] n.奥利奥（商标名）；讨好白人的黑人

356 other 6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357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358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59 o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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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outnumber 1 [,aut'nʌmbə] vt.数目超过；比…多

361 outs 1 [auts] n.未现赢张；付出的钱；输出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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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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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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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packed 1 [pækt] adj.（常用来构成复合词）充满…的，塞满了…的 v.[包装]包装（pack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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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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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paper 1 ['peipə] n.纸；论文；文件；报纸 adj.纸做的 vt.用纸糊；用纸包装 vi.贴糊墙纸；发交通违章传票 n.(Paper)人名；(俄)帕
佩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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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park 1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
371 Parks 1 n.帕克斯（人名）
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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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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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pastry 1 ['peistri] n.油酥点心；面粉糕饼

375 patrolling 1 英 [pə'trəʊl] 美 [pə'troʊl] n. 巡逻；巡查 v. 巡逻；巡查

376 Paul 1 [pɔ:l] n.保罗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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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penalties 2 ['penəlti] n. 处罚；惩罚；不利；罚球

379 pentagonal 1 [pen'tægənl] adj.五角的；五边形的

380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81 perce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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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pest 3 [pest] n.害虫；有害之物；讨厌的人 n.(Pest)人名；(德、捷)佩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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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pick 1 [pik] vi.挑选；采摘；挖 vt.拾取；精选；采摘；掘 n.选择；鹤嘴锄；挖；掩护 n.(Pi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捷、匈、瑞
典)皮克

385 pie 1 [pai] n.馅饼；饼图；爱说话的人 vt.使杂乱

386 pigeons 1 ['pɪdʒənz] n. 鸽子 名词pigeon的复数形式.

387 pint 1 [paint] n.品脱；一品脱的量；一品脱牛奶或啤酒 n.(Pint)人名；(德、俄、匈)平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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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plastic 1 ['plæstik,'plɑ:s-] adj.塑料的；（外科）造型的；可塑的 n.塑料制品；整形；可塑体

390 poison 1 vt.污染；使中毒，放毒于；败坏；阻碍 vi.放毒，下毒 n.毒药，毒物；酒；有毒害的事物；[助剂]抑制剂；(Poison)人
名；(西)波伊松

391 population 2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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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2 populations 1 [pɒpjʊ'leɪʃnz] 居群
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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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president 4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395 pressure 2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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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prevention 1 [pri'venʃən, pri:-] n.预防；阻止；妨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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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400 proceed 1 vi.开始；继续进行；发生；行进 n.收入，获利

401 program 3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402 proliferation 2 [prəu-,lifə'reiʃən] n.增殖，扩散；分芽繁殖

403 promise 1 ['prɔmis] n.许诺，允诺；希望 vt.允诺，许诺；给人以…的指望或希望 vi.许诺；有指望，有前途

404 prompting 1 ['prɔmptiŋ] n.激励；提示；刺激 v.促进；激起；鼓舞（prompt的ing形式）

405 properties 1 [p'rɒpətɪz] n. 道具；属性；性能；资产；地产 property的复数形式.

406 pure 1 [pjuə] adj.纯的；纯粹的；纯洁的；清白的；纯理论的 n.(Pure)人名；(俄)普雷

407 purposes 1 英 ['pɜːpəs] 美 ['pɜ rːpəs] n. 目的；决心；意图；议题 v. 打算；决意

408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409 putting 1 ['putiŋ] n.投掷；（高尔夫球）打球入洞 v.放置（put的ing形式）；轻击球；使球入洞的轻击（putt的ing形式）

410 rat 2 [ræt] n.鼠；卑鄙小人，叛徒 vi.捕鼠；背叛，告密 n.(Rat)人名；(法、意、印、瑞典)拉特；(泰)叻

411 rats 15 [ræts] int.胡说；瞎扯 n.[脊椎]鼠；卑鄙之人（rat的复数） v.捕鼠；出卖（rat的三单形式） n.(Rats)人名；(俄)拉茨

412 re 8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413 realize 1 vt.实现；认识到；了解；将某物卖得，把(证券等)变成现钱；变卖

414 really 6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415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416 reef 1 [ri:f] n.暗礁；[地质]矿脉；收帆 vt.收帆；缩帆 vi.缩帆；收帆

417 refuse 1 [ri'fju:z, ri:-] n.垃圾；废物 vt.拒绝；不愿；抵制 vi.拒绝

418 reinstating 1 [ˌriː ɪn'steɪt] vt. 使复位；恢复

4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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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0 relish 1 n.滋味；风味；食欲；开胃小菜；含义；调味品 vt.盼望;期待;享受;品味；喜爱；给…加佐料 vi.有特定意味；味道可口

421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422 removes 1 [rɪ'muːvz] 引语排版

423 reopens 1 英 [ˌriː 'əʊpən] 美 [ˌriː 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
4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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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425 restart 1 [,ri:'stɑ:t, 'ri:stɑ:t] vi.[计]重新启动；重新开始 vt.[计]重新启动；重新开始 n.重新开始；返聘

426 restaurants 1 餐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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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Richmond 1 ['ritʃmənd] n.里士满（美国弗吉尼亚首府）

429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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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1 river 1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432 road 2 [rəud] n.公路，马路；道路；手段 vt.（狗）沿臭迹追逐（猎物） adj.（美）巡回的 n.(Road)人名；(英)罗德

433 rodent 2 ['rəudənt] adj.啮齿类的；咬的，嚼的；侵蚀性的 n.[脊椎]啮齿动物

4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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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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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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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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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伯)赛义德

437 sanctions 3 ['sæŋkʃnz] n. 制裁 名词sanction的复数形式.

438 santos 1 ['sa:ntu:s] n.桑托斯（巴西港口）

4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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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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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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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screwed 1 [skru:d] adj.螺丝状的；用螺丝拧紧的；喝醉了的 v.用螺丝拧紧（screw的过去式）

443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4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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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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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6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447 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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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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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50 shops 1 英 [ʃɒp] 美 [ʃɑːp] n. 商店；车间 v. 逛商店；购物；买东西

451 shortage 1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
452 shortages 1 ['ʃɔː tɪdʒɪz] 缺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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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4 shuttered 1 英 ['ʃʌtə(r)] 美 ['ʃʌtər] n. 百叶窗；遮门；快门 v. 装以遮门；关上窗板；停业

455 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
456 sight 2 [sait] n.视力；景象；眼界；见解 vt.看见；瞄准 vi.瞄准；观看 adj.见票即付的；即席的

457 sightings 1 n.照准，观察，视线( sighting的名词复数 )

4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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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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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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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1 soldier 1 ['səuldʒə] n.军人；[昆]兵蚁；懒汉；一片烤面包 vi.当兵；磨洋工；坚持干；假称害病

4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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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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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4 someth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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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5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4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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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spike 1 [spaik] n.长钉，道钉；钉鞋；细高跟 vt.阻止；以大钉钉牢；用尖物刺穿 n.(Spike)人名；(瑞典)斯皮克

4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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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9 start 2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470 State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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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1 sto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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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2 streets 1 [st'riː ts] 街道

473 subject 1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
474 suburbs 1 ['sʌbɜːb] n. 郊外 名词suburb的复数形式.

475 suggested 2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76 super 1 ['sju:pə] adj.特级的；极好的 n.特级品，特大号；临时雇员 n.(Super)人名；(英)休珀

477 sweets 1 [swiː ts] n. 糖果 名词sweet的复数形式.

478 swells 1 [swel] v. （使）膨胀；（使）鼓起；（使）增长 n. 增大；膨胀；肿胀；汹涌 adj. <口>很棒的；时髦的；一流的

479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
4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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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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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1 tale 1 [teil] n.故事；传说；叙述；流言蜚语 n.(Tale)人名；(塞)塔莱

482 talks 1 ['tɔː ks] 会谈

483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484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485 TENS 1 十位

486 tensions 2 ['tenʃn] n. 紧张；拉力；张力；紧张状态；[电]电压 vt. 使拉紧；使绷紧

487 Thailand 1 ['tailænd; -lənd] n.泰国（东南亚国家名）

488 Thames 1 [temz] n.（伦敦的）泰晤士河

489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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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that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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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the 6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4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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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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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themselves 2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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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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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7 thereafter 1 [,ðεər'ɑ:ftə, -'æf-] adv.其后；从那时以后

498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499 they 1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00 think 6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501 thi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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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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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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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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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5 tiramisu 1 [ti'rɑ:misju:] n.意大利式甜点

506 to 4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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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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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8 toilet 1 ['tɔilit] n.厕所，盥洗室；梳妆，打扮 vi.梳妆，打扮 vt.给…梳妆打扮

509 Toronto 1 [tə'rɔntəu] n.多伦多（加拿大城市）

510 torte 1 ['tɔ:tə, tɔ:t] n.果子奶油蛋糕；德国大蛋糕 n.(Torte)人名；(法、塞)托尔特

511 tourists 1 ['tuərɪsts] n. 旅游者，旅行者，观光客（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）

512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(英)特沃德

513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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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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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6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17 trump 1 [trʌmp] n.王牌；法宝；喇叭 vt.胜过；打出王牌赢 vi.出王牌；吹喇叭 n.(Trump)人名；(英)特朗普

518 truth 1 [tru:θ] n.真理；事实；诚实；实质

519 try 2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5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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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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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turtles 1 英 ['tɜ tːl] 美 ['tɜ rːtl] n. 高翻领；【动】龟，海龟 v. 倾覆，翻身；捕龟

523 uk 1 [ˌju 'ːkeɪ] abbr. 英国(=United Kingdom)

524 unchecked 1 [,ʌn'tʃekt] adj.未经核对的；未加抑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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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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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6 underneath 1 [,ʌndə'ni:θ] prep.在…的下面；在…的形式下；在…的支配下 adv.在下面；在底下 n.下面；底部 adj.下面的；底层
的

527 unfortunately 1 [ʌn'fɔ:tʃənətli] adv.不幸地

528 unidentified 23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529 united 4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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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1 up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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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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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ure 1 suff.表“过程”；表“动作”；表“结果” n.尿素酶 n.(Ure)人名；(英)尤尔；(西、塞)乌雷

534 us 1 pron.我们

535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536 usually 2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537 ve 4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38 verify 1 ['verifai] vt.核实；查证

539 Vesuvius 2 [vi'su:vjəs] n.维苏威火山（意大利西南部）

540 vice 1 [vais] n.恶习；缺点；[机]老虎钳；卖淫 prep.代替 vt.钳住 adj.副的；代替的 n.(Vice)人名；(塞)维采

541 video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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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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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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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4 volcano 2 [vɔl'keinəu] n.火山

545 walking 1 ['wɔ:kiŋ] n.步行；散步 v.步行（walk的ing形式） adj.步行的

5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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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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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8 was 1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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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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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1 wat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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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2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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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3 w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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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4 weapon 1 ['wepən] n.武器，兵器

555 weapons 1 n.武器（weapon的复数）；武装切换；斗争工具 v.武装（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556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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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8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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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9 whe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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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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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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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2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563 win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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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4 with 1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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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67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568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569 would 5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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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0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571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572 yes 2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573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574 Yosemite 1 [jəu'semiti] n.约塞米蒂国家公园（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部）

575 you 7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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