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2-26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le 2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2 about 4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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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ross 3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5 adult 1 ['ædʌlt, ə'dʌlt] adj.成年的；成熟的 n.成年人

6 advance 1 [əd'vɑ:ns, əd'væns] n.发展；前进；增长；预付款 vt.提出；预付；使……前进；将……提前 vi.前进；进展；上涨 adj.预先
的；先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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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head 1 adj.向前；在前的；领先 adv.向前地；领先地；在（某人或某事物的）前面；预先；在将来，为未来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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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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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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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llowed 1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
13 allows 1 [ə'laʊz] 允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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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lso 7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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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mphibians 1 [æm'fɪbiənz] n. 两栖动物 amphibian的复数形式.

18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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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nd 3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1 angeles 1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22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23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24 announc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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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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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pologies 1 英 [ə'pɒlədʒi] 美 [ə'pɑ lːədʒi] n. 道歉；辩解；<口>勉强的代用品

29 applause 1 [ə'plɔ:z] n.欢呼，喝采；鼓掌欢迎

30 are 11 [强ɑ:, 弱ə] v.是（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） n.公亩 n.(Are)人名；(意、西、芬)阿雷

31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32 areas 3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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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s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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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asked 2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36 a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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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 atmosphere 2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
38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39 attracts 1 [ə'trækt] v. 吸引；引来

40 Australia 1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41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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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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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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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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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47 basin 1 ['beisən] n.水池；流域；盆地；盆 n.(Basin)人名；(俄)巴辛；(法)巴赞

48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9 bearers 1 n.送信人( bearer的名词复数 ); （票据、支票等的）持有人; 挑夫; 支撑物

50 beast 1 [bi:st] n.野兽；畜生，人面兽心的人

51 beavers 19 英 ['biː və(r)] 美 ['biː vər] n. 海狸； 獭皮(帽)； <粗>女性生殖器 n. 护面甲 vi. 卖力地工作

52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53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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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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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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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before 4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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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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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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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63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64 benefit 1 n.利益，好处；救济金 vt.有益于，对…有益 vi.受益，得益

65 bid 1 [bid] vt.投标；出价；表示；吩咐 vi.投标；吩咐 n.出价；叫牌；努力争取 n.(Bid)人名；(俄)比德

66 big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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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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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biodiversity 2 [,baiəudai'və:səti] n.生物多样性

69 bird 2 [bə:d] n.鸟；家伙；羽毛球 vt.向…喝倒彩；起哄 vi.猎鸟；观察研究野鸟 n.(Bird)人名；(英、西)伯德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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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1 Blake 3 [bleik] n.布莱克（英国作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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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bright 2 [brait] adj.明亮的，鲜明的；聪明的；愉快的 adv.明亮地；光明地；欢快地 n.车头灯光 n.(Bright)人名；(英)布赖特

74 Brisbane 2 ['brizbən] n.布里斯班（澳大利亚东部城市）

75 build 3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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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burn 1 [bə:n] vt.燃烧；烧毁，灼伤；激起…的愤怒 vi.燃烧；烧毁；发热 n.灼伤，烧伤；烙印 n.(Burn)人名；(英)伯恩

78 burning 2 ['bə:niŋ] adj.燃烧的；强烈的；发热的 n.燃烧 vi.燃烧（burn的现在分词）

79 bu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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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by 4 prep.通过；被；依据；经由；在附近；在……之前 adv.通过；经过；附近；[互联网]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

81 cage 1 [keidʒ] n.笼，兽笼；牢房，监狱 vt.把…关进笼子；把…囚禁起来 n.(Cage)人名；(法)卡热；(英)凯奇

82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83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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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cameras 2 ['kæmərəz] 照相机； 暗箱； 摄像机； 摄影机

85 can 7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的）食品罐头

86 Canada 3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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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Canals 1 n.[水运]运河；隧道（canal的复数） v.在…开凿运河（canal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Canals)人名；(西、法)卡纳尔斯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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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90 cat 2 n.猫，猫科动物

91 cause 2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92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93 celestial 1 [si'lestjəl] adj.天上的，天空的 n.神仙，天堂里的居民

94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95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96 chanton 1 尚东

97 cheer 1 [tʃiə] vt.欢呼；使高兴；为…加油 n.欢呼；愉快；心情；令人愉快的事 vi.欢呼；感到高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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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Chinese 1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100 Cities 2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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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clapping 1 ['klæpɪŋ] n. 掌声 动词clap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03 classified 2 [/'klæsifaid] adj.分类的；类别的；机密的 n.分类广告 v.把…分类（classify的过去分词）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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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clo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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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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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108 committee 1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109 committees 1 [kə'mɪtɪz] n. 委员会；[律]受托人；保护人 名词committee的复数形式.

110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111 concentrated 1 ['kɔnsəntreitid] adj.集中的；浓缩的；全神贯注的 v.集中（concentrate的过去分词）

112 conscious 1 ['kɔnʃəs] adj.意识到的；故意的；神志清醒的

113 conservation 2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
114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115 cool 1 [ku:l] adj.凉爽的；冷静的；出色的 vt.使…冷却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变凉；平息 n.凉爽；凉爽的空气 adv.冷静地 n.(Cool)人
名；(法)科尔；(英)库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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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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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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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cortina 1 n.丝膜 n.(Cortina)人名；(西、意)科尔蒂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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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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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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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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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125 crowd 1 [[kraud] n.群众,一伙;一堆,许多,大众 v.拥挤,挤满,挤进 vt.挤满,将...塞进;催促,催逼 vi.挤,拥挤,聚集

126 crowded 1 ['kraudid] adj.拥挤的；塞满的 v.拥挤（crowd的过去分词）

127 cub 1 [kʌb] n.幼兽；不懂规矩的年轻人 vi.生育幼兽

128 dam 2 [dæm] v.控制；筑坝 n.[水利]水坝；障碍 n.(Dam)人名；(英、法、丹、德、瑞典)达姆；(老)丹

129 dams 4 n. 水坝 名词dam的复数形式. abbr. 防御性反导弹系统(=Defense Against Missiles Systems)

130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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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d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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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dea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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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delayed 1 [di'leid] adj.延时的；定时的 v.延迟（delay的过去式）

134 delight 1 [di'lait] n.高兴 vi.高兴 vt.使高兴 n.(Delight)人名；(英)迪莱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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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determine 1 v.（使）下决心，（使）做出决定 vt.决定，确定；判定，判决；限定 vi.确定；决定；判决，终止；[主用于法律]
了结，终止，结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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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devise 1 [di'vaiz] vt.设计；想出；发明；图谋；遗赠给 n.遗赠 n.(Devise)人名；(法)德维兹；(英)德维斯

139 devon 4 ['devən] n.德文郡（等于Devonshire，英国郡名）；德文岛（加拿大北部）

140 diameter 1 [dai'æmitə] n.直径

141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42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143 different 4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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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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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dog 1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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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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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9 doorbell 1 ['dɔ:bel] n.门铃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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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downstream 1 ['daun'stri:m] adv.下游地；顺流而下 adj.下游的；顺流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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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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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drought 1 [draut] n.干旱；缺乏 n.(Drought)人名；(英)德劳特

155 dry 1 [drai] adj.干的；口渴的；枯燥无味的；禁酒的 vt.把…弄干 vi.变干 n.干涸 n.(Dry)人名；(法)德里

156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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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earth 4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
159 earthquake 1 ['ə:θkweik] n.地震；大动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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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ecologists 1 n.生态学者( ecologist的名词复数 )

162 ecosystem 1 ['i:kəu,sistəm, 'ekəu-] n.生态系统

163 ecosystems 1 生态系统

164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165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66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67 eight 2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168 elliot 1 n. 埃利奥特(男子名)

169 enabled 1 [e'neɪbld] adj. 可激活的；已启用的

170 enclosure 1 [in'kləuʒə] n.附件；围墙；围场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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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engineers 1 英 [ˌendʒɪ'nɪə(r)] 美 [ˌendʒɪ'nɪr] n. 工程师；机(械)师 vt. 设计；建造；策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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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England 3 n.英格兰

174 entertaining 1 [,entə'teiniŋ] adj.令人愉快的 v.款待（entertain的ing形式）

175 entrance 1 ['entrəns] n.入口；进入 vt.使出神，使入迷

176 entry 1 ['entri] n.进入；入口；条目；登记；报关手续；对土地的侵占

177 escape 1 vt.逃避，避开，避免；被忘掉；被忽视 vi.逃脱；避开；溜走；（气体，液体等）漏出；（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
而）逃脱；声音（不自觉地）由…发出 n.逃跑；逃亡；逃走；逃跑工具或方法；野生种；泄漏

178 Essig 2 n. 埃西格

179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80 Eurasian 2 [juə'reiʃən] adj.欧亚的；欧亚人的 n.欧亚混血儿

181 Europe 3 ['juərəp] n.欧洲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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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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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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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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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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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explain 1 [ik'splein] v.说明；解释

190 extinction 1 n.灭绝；消失；消灭；废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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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eyes 1 n.眼睛（eye的复数） n.(Eyes)人名；(英)艾斯

193 fa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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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farmland 1 ['fɑ:mlænd] n.农田

195 fascinating 1 ['fæsineitiŋ] adj.迷人的；吸引人的；使人神魂颠倒的 v.使…着迷；使…陶醉（fascinate的ing形式）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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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February 2 ['februəri] n.二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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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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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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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fin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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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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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fireball 1 ['faiəbɔ:l] n.（热核武器爆炸后在空中出现的）火球；大流星；精力充沛的人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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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fishermen 1 ['fɪʃəmən] n. 渔夫；渔船 名词fisherman的复数形式.

206 fishing 1 ['fiʃiŋ] n.渔业；捕鱼（术）；试探；装配 adj.钓鱼的；钓鱼用的 v.捕鱼（fish的ing形式）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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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fixtures 1 ['fɪkstʃəz] 夹具

209 flood 1 [flʌd] vt.淹没；充满；溢出 vi.涌出；涌进；为水淹没 n.洪水；泛滥；一大批 n.(Flood)人名；(英)弗勒德；(瑞典、芬)弗洛
德

210 flooding 1 ['flʌdiŋ] n.泛滥；产后出血

211 floods 1 [flʌd] v. 淹没；充满 n. 洪水

212 fl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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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14 form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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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format 1 ['fɔ:mæt] n.格式；版式；开本 vt.使格式化；规定…的格式 vi.设计版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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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fragments 1 ['fræɡmənt] n. 碎片；片段 v. 使破碎；分裂

217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218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219 Fridays 1 ['fraidiz] adv.于星期五 n.星期五（Friday的复数）

220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21 fur 1 [fə] n.皮，皮子；毛皮；软毛 n.水垢 vt.用毛皮覆盖；使穿毛皮服装 n.(Fur)人名；(法)菲尔；(瑞典)富尔

222 furs 1 [fɜːz] n. 皮草 名词fur的复数形式.

223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224 game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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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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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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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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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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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Greater 1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
230 habitat 1 ['hæbitæt] n.[生态]栖息地，产地 n.(Habitat)人名；(德)哈比塔特

231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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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2 halls 1 n. 霍尔斯(男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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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hardest 1 ['hɑːdɪst] adv. 极难地 adj. 最难的 形容词hard的最高级.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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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hats 1 [hæt] n. 帽子 vt. 给 ... 戴帽子 vi. 提供帽子；制造帽子

237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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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ha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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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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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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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heard 2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242 hectare 1 ['hektɑ:] n.公顷（等于1万平方米）

243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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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246 hi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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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highlight 1 ['hailait] vt.突出；强调；使显著；加亮 n.最精彩的部分；最重要的事情；加亮区

248 hit 3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249 hitting 1 [hɪtɪŋ] n. 命中 动词h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50 ho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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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host 4 [həust] n.[计]主机；主人；主持人；许多 vt.主持；当主人招待 vi.群集；做主人

252 hosted 3 英 [həʊst] 美 [hoʊst] n. 主人；主持人；主办方；大量；寄主；主机 v. 主办；主持；做东

253 hosting 1 英 ['həʊstɪŋ] 美 ['hoʊstɪŋ] n. 群众或部队的集合；作战 动词hos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54 how 6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255 huge 2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256 hugely 1 ['hju:dʒli] adv.巨大地；非常地

257 hunted 1 ['hʌntid] adj.被捕猎的；受迫害的 v.狩猎；追捕（hunt的过去式）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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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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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impact 1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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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262 in 4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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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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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increa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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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66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267 initially 1 [i'niʃəli] adv.最初，首先；开头

268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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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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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ioc 1 abbr. 国际奥委员会(=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)

272 is 1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73 island 2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
274 isn 2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
275 it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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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Italy 1 ['itəli] n.意大利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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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japan 3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279 jaws 1 n. 钳夹；颚；口；狭口；咽喉 名词jaw的复数形式.

280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281 journey 1 ['dʒə:ni] n.旅行；行程 vi.旅行 n.(Journey)人名；(英)朱尼，朱妮(女名)

282 jus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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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kilograms 1 ['kɪləgræm] 千克； 公斤

284 kits 1 基茨

285 know 4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286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287 laid 1 [leid] v.放；铺设；安排（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松弛的；从容不迫的 n.(Laid)人名；(瑞典)莱德

288 landowners 1 n.土地拥有者，地主( landowner的名词复数 )

289 landscape 3 n.风景；风景画；景色；山水画；乡村风景画；地形；（文件的）横向打印格式 vt.对…做景观美化，给…做园林
美化；从事庭园设计 vi.美化（环境等），使景色宜人；从事景观美化工作，做庭园设计师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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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le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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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293 license 1 ['laisəns] n.执照，许可证；特许 vt.许可；特许；发许可证给

294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95 lifting 1 ['liftiŋ] adj.举起的，起重的 n.举起，起重；提高，上升 v.举起，抬起（lift的ing形式）

296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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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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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lionel 1 ['laiənəl] n.莱昂内尔（男子名）

300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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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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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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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locations 1 英 [ləʊ'keʃəns] 美 [loʊ'keʃəns] n. 地点；位置；定位 名词location的复数形式.

304 lodge 3 [lɔdʒ] n.旅馆；门房；集会处；山林小屋 vt.提出；寄存；借住；嵌入 vi.寄宿；临时住宿 n.(Lodge)人名；(英、西)洛奇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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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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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308 Los 1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英)洛斯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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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made 1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311 Maine 1 [mein] n.缅因州（美国州名）

312 make 2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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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mal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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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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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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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masked 1 [mɑ:skt, mæ-] adj.戴面具的；掩蔽的 v.戴面具；掩饰；使模糊（mask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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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meadow 1 ['medəu] n.草地；牧场 n.(Meadow)人名；(英)梅多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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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321 meltdown 1 ['meltdaun] n.灾难；彻底垮台；熔化；暴跌

322 meteor 6 ['mi:tiə] n.流星；[气象]大气现象

323 meteoric 1 [,mi:ti'ɔrik] adj.大气的；流星的；疾速的

324 meteorite 2 ['mi:tiərait] n.陨星；流星

325 meteorites 1 ['miː tiəraɪts] 陨石

326 meteoroids 1 天体化学

327 meteors 1 流星和陨星

328 meters 1 英 ['miː tə(r)] 美 ['miː 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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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Milano 1 [mi:'lɑ:nɔ:] n.米兰（意大利地名）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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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Montana 1 [mɔn'tænə] n.蒙大纳（美国州名）

333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334 mo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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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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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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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multitude 1 ['mʌlti,tju:d, -,tu:d] n.群众；多数

339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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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nasa 1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
342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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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345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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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6 neon 1 ['ni:ɔn, -ən] n.霓虹灯；氖（10号元素，符号Ne） n.(Neon)人名；(德)内翁；(俄)涅翁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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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next 3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349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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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none 1 [nʌn] pron.没有人；一个也没有；没有任何东西 adj.没有的，一点没有的 adv.决不，一点也不 n.(None)人名；(葡、罗)诺
内；(日)野根(姓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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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not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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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now 6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355 nuclear 1 ['nju:kliə, 'nu:-] adj.原子能的；[细胞]细胞核的；中心的；原子核的

356 of 3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57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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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Olympic 5 [əu'limpik] adj.奥林匹斯山的，奥林匹亚的；奥林匹克的

360 olympics 6 英 [əʊ'lɪmpɪks] 美 [oʊ'lɪmpɪks] n. 奥林匹克运动会 =Olympic Games.

361 O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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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on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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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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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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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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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orchard 1 ['ɔ:tʃəd] n.果园；果树林 n.(Orchard)人名；(英、西)奥查德

367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368 organizers 2 ['ɔː ɡənaɪzəz] n. 组织者（organizer的复数）

369 original 1 [ə'ridʒənəl] n.原件；原作；原物；原型 adj.原始的；最初的；独创的；新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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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372 otter 3 ['ɔtə] n.水獭；水獭皮 n.(Ot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法、瑞典)奥特

373 otters 1 英 ['ɒtə(r)] 美 ['ɑ tːər] n. 水獭；水獭皮

374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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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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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overall 1 ['əuvərɔ:l, ,əuvə'rɔ:l] adj.全部的；全体的；一切在内的 adv.全部地；总的说来 n.工装裤；罩衫
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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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pain 1 [pein] n.疼痛；努力 vt.使…痛苦；使…烦恼 vi.感到疼痛；引起疼痛 n.(Pain)人名；(意)帕因；(俄)派因；(法)潘；(英)佩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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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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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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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Paralympic 2 [pærə̍ lɪmpɪk] n.残奥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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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par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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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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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88 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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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perfect 1 ['pə:fikt, pə'fekt] adj.完美的；最好的；精通的 vt.使完美；使熟练 n.完成式 n.(Perfect)人名；(英)珀费克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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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0 perhaps 1 adv.或许；（表示不确定）也许；（用于粗略的估计）或许；（表示勉强同意或其实不赞成）也许；可能 n.假定；
猜想；未定之事

391 permission 1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
392 pH 1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
393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394 pipes 1 [paips] n.管线，管道；[材]管子（pipe复数形式） v.吹奏管乐；尖声叫嚷（pip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Pipes)人名；
(英)派普斯

395 pitch 2 vi.倾斜；投掷；搭帐篷；坠落 vt.投；掷；定位于；用沥青涂；扎营；向前倾跌 n.沥青；音高；程度；树脂；倾斜；投
掷；球场

396 place 3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397 pl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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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plane 1 [plein] n.飞机；平面；程度，水平 vi.刨；乘飞机旅行；翱翔 vt.刨平；用刨子刨；掠过水面 adj.平的；平面的 n.(Plane)人
名；(塞、瑞典、法)普拉内

399 poetry 1 ['pəuitri] n.诗；诗意，诗情；诗歌艺术

400 pollution 1 [pə:'lju:ʃən] n.污染 污染物

401 pond 1 [pɔnd] vt.筑成池塘 vi.筑成池塘 n.池塘 n.(Pond)人名；(英、法)庞德

402 pounds 1 [paʊnd] n. 磅；英镑 n. （汽车）扣押所；宠物收留所 vt. 捣碎；敲打；连续猛击 vi. 咚咚地走；怦怦地响

403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404 pre 1 abbr.炼油工程师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）

405 predators 1 [p'redətəz] 食虫动物

406 predictable 1 [pri'diktəbl] adj.可预言的

407 prefecture 1 ['pri:fektjuə, -tʃə-] n.县；管区，辖区；地方官的任期

408 preferred 1 英 [prɪ'fəd] 美 [prɪ'fɜːd] adj. 首选的；有优先权的

409 previous 1 ['pri:vjəs] adj.以前的；早先的；过早的 adv.在先；在…以前

410 prized 1 [praɪz] n. 奖品；奖金；奖赏 vt. 珍视；估价 adj. 奖品的；得奖的；一流的

411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412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413 profound 1 [prə̍ faʊnd] adj.深厚的；意义深远的；渊博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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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prowl 1 [praul] vi.徘徊，潜行 vt.在…搜寻；潜行于 n.徘徊，潜行；悄悄踱步

416 purrs 1 英 [pɜ (ːr)] 美 [pɜ rː] v. (猫等满足地)呜呜叫；(机器等)发出低沉震颤声；(人)发出愉快的声音 n. (猫等满足时)呜呜的叫声；
(机器等)低沉的颤动声；人高兴发出的声音

4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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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419 raise 1 [reiz] vt.提高；筹集；养育；升起 vi.上升 n.高地；上升；加薪 n.(Raise)人名；(英)雷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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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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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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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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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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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5 rebel 1 ['rebəl, ri'bel] vi.反叛；反抗；造反 n.反叛者；叛徒 adj.反抗的；造反的 n.(Rebel)人名；(德)雷贝尔；(英)里贝尔；(法)勒贝
尔

426 received 2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427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428 reconstruction 1 [,ri:kən'strʌkʃən] n.再建，重建；改造；复兴

429 recordings 1 n.记录( recording的名词复数 ); 录音; 录像; 唱片

430 recover 1 [ri'kʌvə] vt.恢复；弥补；重新获得 vi.恢复；胜诉；重新得球 n.还原至预备姿势 n.(Recover)人名；(西)雷科韦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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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1 recovery 2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
432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433 reduced 1 [ri'dju:st] adj.减少的；[数]简化的；缩减的

434 reducing 1 英 [rɪ'djuːsɪŋ] 美 [rɪ'duːsɪŋ] n. 减低；还原；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35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436 regulate 1 vt.调节，规定；控制；校准；有系统地管理

437 reintroducing 1 v.再引入，再提出( reintroduce的现在分词 )

438 relationship 1 [ri'leiʃənʃip] n.关系；关联

439 relay 6 ['ri:lei, ri'lei] vi.转播；接替 n.[电]继电器；接替，接替人员；驿马 vt.转播；使接替；分程传递

440 release 2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441 reported 1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442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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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4 restore 1 [ri'stɔ:] vt.恢复；修复；归还 vi.恢复；还原

445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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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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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8 righ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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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9 ritchie 1 里奇(姓氏)

450 river 3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451 roar 1 [rɔ:] n.咆哮；吼；轰鸣 vi.咆哮；吼叫；喧闹 vt.咆哮；呼喊；使……轰鸣 n.(Roar)人名；(挪)罗阿尔

452 rock 2 [rɔk] n.岩石；摇滚乐；暗礁 vt.摇动；使摇晃 vi.摇动；摇晃 n.(Ro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意、瑞典)罗克

453 rocks 2 n.[岩]岩石，岩礁；岩石礁石（rock复数形式） v.轻轻摇摆；发抖；演唱摇滚乐（rock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Rocks)
人名；(英、德)罗克斯

454 route 1 [ru:t, raut] vt.按某路线发送 n.路线；航线；通道

4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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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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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7 scared 1 [skεəd] adj.害怕的 v.使害怕（scar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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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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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0 season 2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461 seasonal 1 ['si:zənəl] adj.季节的；周期性的；依照季节的

4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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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see 3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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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5 senior 1 ['si:njə] adj.高级的；年长的；地位较高的；年资较深的，资格较老的 n.上司；较年长者；毕业班学生 n.(Senior)人名；
(英)西尼尔

4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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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shocking 1 ['ʃɔkiŋ] adj.令人震惊的；可怕的，令人厌恶的；糟糕的 v.感到震惊；震动；冲突（shock的ing形式）

468 shooting 1 ['ʃu:tiŋ] n.射击；打猎；摄影；射门 v.射击（shoot的ing形式）

469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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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1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472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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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3 Siberian 1 [sai'biəriən] adj.西伯利亚（人）的；来自西伯利亚的

474 s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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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5 sighting 1 [saitiŋ] n.瞄准；照准；视线 v.看见（sight的ing形式）

476 sign 2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4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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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8 singing 4 ['siŋiŋ] n.歌唱；歌声；耳鸣；振鸣 adj.唱歌的；音乐般的 v.唱歌（sing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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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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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1 sky 2 [skai] n.天空；顶点 vt.把…投向空中；把…挂得过高 vi.踢或击高空球；把桨叶翘得过高；飞涨 n.(Sky)人名；(英)斯凯

482 slows 1 英 [sləʊ] 美 [sloʊ] adj. 慢的 adv. 慢慢地 v. 放慢；减速

483 smacks 1 [smæk] n. 掌击声；打；劈啪声；咂嘴声；响吻 n. 风味；少许 v. 用掌击；拍打 v. 带有 ... 风味 adv. 猛然地；直接地

484 small 2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485 so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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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6 society 2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487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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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8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489 spaces 1 n. 空格；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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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spectators 2 [spek'teɪtəs] n. 观众；目击者 名词spectator的复数形式.

492 stable 1 ['steibl] n.马厩；牛棚 adj.稳定的；牢固的；坚定的 vi.被关在马厩 vt.赶入马房 n.(Stable)人名；(英)斯特布尔

493 star 1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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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5 starting 2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4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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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7 st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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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8 stori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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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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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0 streaks 1 [st'riː ks] n. 条纹 名词streak的复数形式.

501 strike 1 [straik] vi.打，打击；罢工；敲，敲击；抓；打动；穿透 vt.打，击；罢工；撞击，冲击；侵袭；打动；到达 n.罢工；打
击；殴打 n.(Strike)人名；(英)斯特赖克

502 stripes 1 [st'raɪps] n. 条纹；斑纹 名词stripe的复数形式.

503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504 successful 1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
505 suddenly 1 ['sʌdnli] adv.突然地；忽然

506 summer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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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7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5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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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9 surface 2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
510 surrounding 1 [sə'raundiŋ] adj.周围的，附近的 n.环境，周围的事物

511 surrounds 1 [sə'raʊnd] vt. 包围；环绕 n. 环绕物

512 surveillance 1 [sə:'veiləns, sə-] n.监督；监视

513 survives 1 英 [sə'vaɪv] 美 [sər'vaɪv] vt. 幸免于难；存活；艰难度过；比 ... 活得长 vi. 活着；继续存在

514 suspensions 1 [səs'penʃnz] 悬浮液

515 tak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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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6 taken 2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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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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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8 telling 1 ['teliŋ] adj.有效的；生动的；显著的 n.命令；叙述；吐露真情 v.告诉；讲述（tell的ing形式）；命令 n.(Telling)人名；(英)
特林

519 temporary 1 ['tempərəri] adj.暂时的，临时的 n.临时工，临时雇员

520 than 4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521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522 that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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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3 the 9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24 their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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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5 them 6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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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7 there 7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28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29 they 1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30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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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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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this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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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4 though 4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535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536 three 3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537 through 3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538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539 tiger 8 ['taigə] n.老虎；凶暴的人 n.(Tiger)人名；(英)泰格；(法)蒂热；(瑞典)蒂格

540 tigers 2 n. 老虎 名词tiger的复数形式.

541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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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2 tiny 1 ['taini] adj.微小的；很少的 n.(Tiny)人名；(葡、印)蒂尼

543 to 4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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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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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5 Tokyo 2 ['təukjəu; -kiəu; 'tɔ:kjɔ:] n.东京（日本首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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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7 torch 3 [tɔ:tʃ] n.火把，火炬；手电筒；启发之物 vi.像火炬一样燃烧 vt.用火炬点燃

548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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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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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1 trial 1 ['traiəl] n.试验；审讯；努力；磨炼 adj.试验的；审讯的 n.(Trial)人名；(法)特里亚尔

552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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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4 trust 2 ['trʌst] n.信任，信赖；责任；托拉斯 vt.信任，信赖；盼望；赊卖给 vi.信任，信赖；依靠 n.(Trust)人名；(英)特拉斯特

555 try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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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6 tsunami 1 [tsu'nɑ:mi] n.海啸

557 uncertainty 1 [,ʌn'sə:tənti] n.不确定，不可靠

558 underwater 1 ['ʌndə'wɔ:tə] adj.在水中的；水面下的 adv.在水下 n.水下

559 unidentified 8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5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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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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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1 upcoming 1 ['ʌp,kʌmiŋ] adj.即将来临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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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3 us 1 pron.我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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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5 ve 5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66 venue 1 ['venju:] n.审判地；犯罪地点；发生地点；集合地点

5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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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8 videos 1 英 ['vɪdiəʊ] 美 ['vɪdioʊ] n. 录像；视频 v. 录制电视节目 adj. 视频的；录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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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0 visible 1 ['vizəbl] adj.明显的；看得见的；现有的；可得到的 n.可见物；进出口贸易中的有形项目

571 voice 1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572 vote 1 [vəut] n.投票，选举；选票；得票数 vt.提议，使投票；投票决定；公认 vi.选举，投票 n.(Vote)人名；(英、法)沃特

573 warn 1 [wɔ:n] vt.警告，提醒；通知 vi.发出警告，发出预告 n.(Warn)人名；(英)沃恩；(德)瓦恩

574 was 1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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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6 wate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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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7 waterlog 1 n.涝灾 vt.使(船等)进水；使浸透水

578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579 waterville 2 n. 沃特维尔(在加拿大；西经 71º52' 北纬 45º16')

580 w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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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1 w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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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2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583 weigh 1 [wei] vt.权衡；考虑；称…重量 vi.重量为…；具有重要性；成为…的重荷；起锚 n.权衡；称重量

584 well 1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韦尔

585 were 6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586 wet 1 [wet] adj.[气象][物]潮湿的；有雨的 n.雨天；湿气 vt.弄湿 vi.变湿 n.(Wet)人名；(英、纳米、南非)韦特

587 wetland 1 ['wetlænd] n.湿地；沼泽地 n.(Wetland)人名；(德)韦特兰

588 w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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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9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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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0 which 4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5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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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2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593 wild 3 [waild] adj.野生的；野蛮的；狂热的；荒凉的 n.荒野 adv.疯狂地；胡乱地 n.(Wild)人名；(英)怀尔德；(法、德、葡、捷、
匈)维尔德

594 wildlife 1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595 wi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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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6 William 1 ['wiljəm] n.威廉（男子名）；钞票，纸币

597 wint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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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8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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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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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1 work 1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602 working 3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603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604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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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5 yesterday 1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
6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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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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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8 your 4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609 zinging 1 [zɪŋ] n. 子弹声；尖啸声；活力 v. 发出尖啸声；轻快；尖刻批评

610 zoo 1 [zu:] n.动物园 n.(Zoo)人名；(朝)朱；(阿拉伯)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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