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3-03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mination 1 [ə,bɔmi'neiʃən] n.厌恶；憎恨；令人厌恶的事物

2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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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bove 1 [ə'bʌv] prep.超过；在……上面；在……之上 adv.在上面；在上文 adj.上文的 n.上文

4 abroad 1 [ə'brɔ:d] adv.在国外；到海外 adj.往国外的 n.海外；异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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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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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8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9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
10 address 1 vt.演说；从事；忙于；写姓名地址；向…致辞；与…说话；提出；处理 n.地址；演讲；致辞；说话的技巧；称呼

11 administration 2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12 administrations 1 [ədmɪnɪst'reɪʃnz] 行政机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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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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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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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gricultural 1 [,ægri'kʌltʃərəl] adj.农业的；农艺的

17 aid 1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
18 aimed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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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isles 1 n. 通道；走廊（aisle的复数）

21 a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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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lliance 1 [ə'laiəns] n.联盟，联合；联姻

23 allies 1 ['ælaiz] n.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同盟国；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协约国

24 ally 1 [英 [ˈælaɪ] 美 [ˈælaɪ]] n.同盟国；伙伴；同盟者；助手 vt.使联盟；使联合 vi.联合；结盟 n.(Ally)人名；(巴基)阿利；(法)阿
利；(英)艾丽(女子教名Alice的简称)；(尼日利)阿利

25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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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lright 1 [ɔ:l'rait] adj.没问题的 adv.好吧（等于allright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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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m 1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-ed
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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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32 amounts 1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
33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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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ancient 3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36 and 3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7 angry 1 ['æŋgri] adj.生气的；愤怒的；狂暴的；（伤口等）发炎的

38 announce 2 [ə'nauns] vt.宣布；述说；预示；播报 vi.宣布参加竞选；当播音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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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annual 1 ['ænjuəl] adj.年度的；每年的 n.年刊，年鉴；一年生植物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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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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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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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45 archeological 1 [ˌɑːkɪə'lɒdʒɪkəl] adj. 考古学的 =archaeological.

46 archeologists 1 n.考古学家（archeologist的复数形式）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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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aren 1 阿伦

49 Arkansas 1 ['ɑ:kənsɔ:] n.（美国）阿肯色州

50 aroma 1 [ə'rəumə] n.芳香 n.(Aroma)人名；(瑞典、土)阿罗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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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as 6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
53 ash 1 [æʃ] n.灰；灰烬 n.(Ash)人名；(英、俄、捷)阿什

54 Asian 1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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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6 ate 1 [et,eit] v.吃（eat的过去式）

57 attempts 1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
58 attention 2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59 attracted 1 [ə'trækt] v. 吸引；引来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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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banned 1 [bæn] v. 禁止；剥夺权利 n. 禁令；禁止

62 basics 1 ['beisiks] n.基础；基本要素（basic的复数） n.(Basics)人名；(匈)鲍希奇

63 basking 1 英 [bɑːsk] 美 [bæsk] vi. 取暖；舒适地晒太阳；沐浴于

64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65 bear 1 vt.结果实，开花（正式） vt.忍受；承受；具有；支撑 n.熊 n.(Bear)人名；(英)贝尔

66 been 8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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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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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Beijing 2 ['bei'dʒiŋ] n.北京（等于Peking或Pekin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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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believed 2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72 benefits 1 ['benɪfɪt] n. 利益；津贴；义演；保险金；借助 vt. 有益于；得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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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biden 2 n. 拜登(姓氏)

75 bills 1 [bɪls] n. 账单；纸钞；汇票；法案 名词bill的复数形式.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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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7 bite 1 [bait] vt.咬；刺痛 n.咬；一口；咬伤；刺痛 vi.咬；刺痛 abbr.机内测试设备（Built-InTestEquipment） n.(Bite)人名；(匈)比泰

78 black 2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79 blossom 1 ['blɔsəm] vi.开花；兴旺；发展成 n.花；开花期；兴旺期；花开的状态 n.(Blossom)人名；(英)布洛瑟姆

80 border 1 ['bɔ:də] n.边境；边界；国界 vt.接近；与…接壤；在…上镶边 vi.接界；近似 n.(Border)人名；(英)博德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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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breakfast 1 ['brekfəst] n.早餐；早饭 vi.吃早餐 vt.为…供应早餐

83 breaths 1 n.（一次）呼吸( breath的名词复数 ); 气息; 呼吸的空气; 微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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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bronze 1 [brɔnz] n.青铜；古铜色；青铜制品 adj.青铜色的；青铜制的 vt.镀青铜于 vi.变成青铜色，被晒黑 n.(Bronze)人名；(葡)布
龙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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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brunt 1 [brʌnt] n.冲击；主要冲力 n.(Brunt)人名；(英)布伦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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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buried 1 ['berid] adj.埋葬的；埋藏的 v.埋葬（bu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89 bu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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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butter 1 ['bʌtə] vt.涂黄油于；讨好 n.黄油；奶油；奉承话 n.(Butter)人名；(英)巴特；(德、匈)布特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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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c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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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calorie 1 ['kæləri] n.卡路里（热量单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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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captain 1 ['kæptin] n.队长，首领；船长；上尉；海军上校 vt.指挥；率领

96 carbs 1 Computer-Assisted Rationalized Building System 计算机辅助合理化建筑系统

97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98 cereal 1 ['siəriəl] n.谷类，谷物；谷类食品；谷类植物 adj.谷类的；谷类制成的

99 ceremonial 1 [,seri'məunjəl] adj.仪式的；正式的，礼仪的 n.仪式，礼节

100 certainly 1 ['sə:tənli] adv.当然；行（用于回答）；必定

101 chariot 2 ['tʃæriət] n.二轮战车 vt.驾驭（过去式charioted，过去分词charioted，现在分词charioting，第三人称单数chariots） vi.乘战
车；驾驭战车 n.(Chariot)人名；(法)沙里奥

102 chariots 1 ['tʃæriət] n. 二轮战车 v. 驾驭战车

103 charms 1 英 [tʃɑːm] 美 [tʃɑ rːm] n. 魅力；吸引力；迷人；美貌 v. （使）着迷；施魔法

104 cheese 1 [tʃi:z] n.[食品]奶酪；干酪；要人 vt.停止 adj.叛变的；胆小的

105 china 6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106 chip 1 vt.削，凿；削成碎片 vi.剥落；碎裂 n.[电子]芯片；筹码；碎片；(食物的)小片;薄片

107 chocolate 1 ['tʃɔkəlit] n.巧克力，巧克力糖；巧克力色 adj.巧克力色的；巧克力口味的 n.(Chocolate)人名；(葡)绍科拉特

108 Christian 1 ['kristjən; -tʃən] n.基督徒，信徒 adj.基督教的；信基督教的

109 cinnamon 1 ['sinəmən] n.樟属的树，肉桂；肉桂色；肉桂皮 adj.肉桂色的，浅黄褐色的 n.(Cinnamon)人名；(英)辛纳蒙

110 citizens 2 ['sɪtɪzənz] 公民

111 city 5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12 class 1 n.阶级；班级；种类；班；等级 vt.分类；把…分等级；把…归入某等级，把…看作（或分类、归类）；把…编入某一
班级 adj.极好的；很好的，优秀的，出色的 vi.属于…类（或等级），被列为某类（或某级） n.（英、德）克拉斯（人名）

113 clean 1 [kli:n] adj.清洁的，干净的；清白的 vt.使干净 vi.打扫，清扫 adv.完全地 n.打扫 n.(Clean)人名；(英)克林

114 cleaned 1 [kliː n] adj. 干净的；纯洁的；完全的；空白的；正当的；精准的 adv. 完全地 n. 清洁 v. 打扫；清扫；擦，刷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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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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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coal 1 [kəul] vi.上煤；加煤 vt.给…加煤；把…烧成炭 n.煤；煤块；木炭

119 coffers 1 ['kɒfəz] n. 金库；资金；财源 名词coffer的复数形式.

120 cold 1 [kəuld] adj.寒冷的；冷淡的，不热情的；失去知觉的 n.寒冷；感冒 adv.完全地

121 collapse 1 vi.倒塌；瓦解；暴跌 vt.使倒塌，使崩溃；使萎陷；折叠 n.倒塌；失败；衰竭

122 colo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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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comb 1 [kəum] n.梳子；蜂巢；鸡冠 vt.梳头发；梳毛 vi.（浪）涌起

124 combinations 1 [kɒmbɪ'neɪʃnz] n. 组合 名词combination的复数形式.

125 combo 1 ['kɔmbəu] n.联合体；结合物；小型爵士乐团 n.(Combo)人名；(科摩、刚(布))孔博

126 c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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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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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communist 4 ['kɔmjunist] n.共产党员；共产主义者 adj.共产主义的

129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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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complicated 1 ['kɔmplikeitid] adj.难懂的，复杂的

131 compliments 1 ['kɒmplɪmənts] n. 贺词；问候 名词compliment的复数形式.

132 concoction 1 [kən'kɔkʃən] n.混合；调合；调合物

133 condensed 1 [kən'denst] adj.浓缩的；扼要的 vt.浓缩（condense的过去分词）

134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135 consistently 1 [kən'sistəntli] adv.一贯地；一致地；坚实地

136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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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controversy 1 ['kɔntrə,və:si] n.争论；论战；辩论

139 cookie 1 ['kuki] n.饼干；小甜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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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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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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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counsel 1 ['kaunsəl] n.法律顾问；忠告；商议；讨论；决策 vt.建议；劝告 vi.商讨；提出忠告

145 count 1 [kaunt] vt.计算；认为 vi.计数；有价值 n.计数；计算；伯爵 n.(Count)人名；(法、德、南非)伯爵(欧洲贵族头衔)，康特
(人名)

146 counting 1 ['kaʊntɪŋ] n. 计算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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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countryside 1 ['kʌntri,said] n.农村，乡下；乡下的全体居民

149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150 crackle 1 ['krækl] n.裂纹；龟裂；爆裂声 vt.使发爆裂声；使产生碎裂花纹 vi.发劈啪声，发出细碎的爆裂声；表面形成碎裂花纹

151 cream 1 [kri:m] n.奶油，乳脂；精华；面霜；乳酪

152 creators 1 创造者

153 crime 1 [kraim] n.罪行，犯罪；罪恶；犯罪活动 vt.控告……违反纪律

154 cripple 1 ['kripl] vt.削弱；使跛；使残废 n.跛子；残废 adj.跛的；残废的

155 crisp 1 [krisp] adj.脆的；新鲜的；易碎的 vt.使卷曲；使发脆 vi.卷曲；发脆 n.松脆物；油炸马铃薯片 n.(Crisp)人名；(英)克里斯
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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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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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crunch 2 [krʌntʃ] n.咬碎，咬碎声；扎扎地踏 vt.压碎；嘎扎嘎扎的咬嚼；扎扎地踏过 vi.嘎吱作响地咀嚼；嘎吱嘎吱地踏过

160 cup 1 [kʌp] n.杯子；奖杯；酒杯 vt.使成杯状；为…拔火罐

161 curiosity 1 [,kjuri'ɔsiti] n.好奇，好奇心；珍品，古董，古玩

162 currency 1 ['kərənsi] n.货币；通货

163 cut 2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164 dates 1 [deɪt] n. 日期；年代；会晤时间；约会；约会对象；枣椰树；枣子 v. 给 ... 标明日期；确定年代；过时；显老；和 ... 约
会；追溯到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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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debris 1 ['deibri:] n.碎片，残骸 n.(Debris)人名；(法)德布里

167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
168 definitely 1 ['definitli] adv.清楚地，当然；明确地，肯定地

169 delicious 1 [di'liʃəs] adj.美味的；可口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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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172 DES 1 [des] abbr.数据加密标准（dataencryptionstandard）；教育和科学部（DepartmentofEducationandScience）；目的港交货
（DeliveredExShip）；微分方程解算器（differentialequationsolver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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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described 2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4 despite 1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
175 dessert 3 [di'zə:t] n.餐后甜点；甜点心 n.(Dessert)人名；(法)德塞尔

176 developments 2 [dɪ'veləpmənts] n. 建设；发展；开发区 名词development的复数形式.

177 diet 1 ['daiət] n.饮食；食物；规定饮食 vi.节食 vt.[医]照规定饮食 n.(Diet)人名；(法)迪耶

178 diplomacy 1 [di'pləuməsi] n.外交；外交手腕；交际手段

179 direct 1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关系

180 dirt 1 [də:t] n.污垢，泥土；灰尘，尘土；下流话

181 disarmament 1 [dis'ɑ:məmənt] n.裁军

182 discovered 1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
183 discovery 1 [dis'kʌvəri] n.发现，发觉；被发现的事物

184 display 1 [,dis'plei] n.显示；炫耀 vt.显示；表现；陈列 vi.[动]作炫耀行为 adj.展览的；陈列用的

185 do 1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（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）；（代替动词）；（用于加强语气） vi.行，足够；生长 n.（英）多（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
称） n.（口语）事件；（主英国口语）诈骗；（主英国、新西兰口语）宴会；（口语）必须做到的事情

186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87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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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dreamed 1 [dri:md] 梦想，幻想（dream的过去分词）

190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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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economy 3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193 edition 1 [i'diʃən] n.版本 版次 集

194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95 elite 1 [ei'li:t, i'li:t] n.精英；精华；中坚分子

196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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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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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enemy 1 ['enimi] n.敌人，仇敌；敌军 adj.敌人的，敌方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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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enough 2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202 erupted 1 [ɪ'rʌpt] v. 爆发；喷发；发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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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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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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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everywhere 1 ['evrihwεə] adv.到处 n.每个地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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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facility 2 [fə'siliti] n.设施；设备；容易；灵巧

210 failures 1 ['feɪljəz] 故障

211 famil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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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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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female 2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214 festivals 1 岁时节庆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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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fighting 1 ['faitiŋ] adj.战斗的；好战的；适于格斗的 n.战斗，搏斗 v.奋斗（fight的ing形式）；打仗；与…进行拳击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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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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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finally 1 ['fainəli] adv.最后；终于；决定性地

219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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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finds 1 [faɪnd] v. 发现；找到；认为；觉得；感到；裁决；判定 n. 发现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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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3 fir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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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flowed 1 英 [fləʊ] 美 [floʊ] n. 流动；涨潮；流；流量 vi. 流动；涌出；飘动；流畅 vt. 淹没

225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226 food 5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227 for 1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28 foreign 1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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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fought 1 [fɔ:t] v.战斗（fight的过去分词）；打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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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four 2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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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fruity 1 ['fru:ti] adj.圆润的；有果味的；果实状的

235 fuel 1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
236 further 1 ['fə:ðə] adv.进一步地；而且；更远地 adj.更远的；深一层的 vt.促进，助长；增进

237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238 generations 1 [dʒenə'reɪʃnz] n. 世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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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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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gi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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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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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g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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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4 god 2 [gɔd] n.神；（大写首字母时）上帝 vt.膜拜，崇拜 n.(God)人名；(索、阿拉伯)古德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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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go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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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golden 1 ['gəuldən] adj.金色的，黄金般的；珍贵的；金制的 n.(Golden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、德、瑞典)戈尔登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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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goods 2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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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grapenuts 1 [ɡ'reɪpənʌts] 人造果,人造葡萄(充作餐后小吃)

252 Greco 1 ['grekəu] n.埃尔格列柯（ElGreco，1541～1614，西班牙画家，原籍希腊） pref.表示“希腊”（=Graeco-）

253 grip 1 [grip] n.紧握；柄；支配；握拍方式；拍柄绷带 vt.紧握；夹紧 vi.抓住 n.(Grip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格里普

254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255 had 2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
256 harsher 1 英 [hɑ ʃː] 美 [hɑ rːʃ] adj. 粗糙的；严厉的，严酷的；刺耳的；使人不舒服的；大约的

257 has 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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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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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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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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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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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263 hidden 1 ['hidən] adj.隐藏的 v.隐藏，躲藏（hide的过去分词） n.(Hidden)人名；(英)希登

264 hide 1 [haid] vt.隐藏；隐瞒；鞭打 vi.隐藏 n.躲藏；兽皮；躲藏处

265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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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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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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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69 ho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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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honey 1 ['hʌni] n.蜂蜜；宝贝；甜蜜 adj.甘美的；蜂蜜似的 vt.对…说甜言蜜语；加蜜使甜 vi.奉承；说甜言蜜语 n.(Honey)人名；
(英)霍尼

271 housed 1 [haʊst] adj. 封装的 动词hou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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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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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humanity 1 [hju:'mænəti] n.人类；人道；仁慈；人文学科

276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277 hypotheses 1 [hai'pɔθisi:z] n.假定；臆测（hypothesis的复数）

278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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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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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images 2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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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3 impose 1 [im'pəuz] vi.利用；欺骗；施加影响 vt.强加；征税；以…欺骗

284 imprint 1 [im'print, 'imprint] n.印记；痕迹；特征；版本说明 vt.加特征；刻上记号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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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6 inaudible 24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
287 including 2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288 income 1 ['inkʌm] n.收入，收益；所得

289 incredibly 1 [in'kredəbli] adv.难以置信地；非常地

290 industries 1 ['ɪndəstri] n. 工业；产业；行业；勤勉；勤劳

291 intact 1 [in'tækt] adj.完整的；原封不动的；未受损伤的

292 intermediary 1 [,intə'mi:diəri] adj.中间的；媒介的；中途的 n.中间人；仲裁者；调解者；媒介物

293 international 3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294 internationally 1 [,intə'næʃənəli] adv.国际性地；在国际间

295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296 interviewed 1 英 ['ɪntəvju ]ː 美 ['ɪntərvju ]ː n. 面谈；会见；面试；接见 vt. 接见；采访；对 ... 进行面试 vi. 面试；采访

297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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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Iowa 3 ['aiəwə] n.爱荷华州（美国州名）

299 iron 1 ['aiən] n.熨斗；烙铁；坚强 vt.熨；用铁铸成 adj.铁的；残酷的；刚强的 vi.熨衣；烫平 n.(Iron)人名；(英)艾恩

300 is 1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301 isolate 1 ['aisəleit, -lit] vt.使隔离；使孤立；使绝缘 n.[生物]隔离种群 vi.隔离；孤立 adj.隔离的；孤立的

302 isolated 1 ['aisəleitid] adj.孤立的；分离的；单独的；[电]绝缘的 v.使孤立；使绝缘；脱离（isolate的过去分词）

303 it 3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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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Italian 1 adj.意大利的；意大利语的；意大利文化的 n.意大利人；意大利语

305 Italy 1 ['itəli] n.意大利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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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6 its 1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307 jacks 1 [dʒæks] n.抓子游戏；家伙；小伙子（jack的复数） v.抬起；提醒（jack的三单形式） n.(Jacks)人名；(德)雅克斯；(英、
意)杰克斯

308 Jeanne 1 [dʒi:n] n.珍妮（女子名，等于Joanna）

309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310 Juno 1 ['dʒu:nəu] n.朱诺（主神朱庇特的妻子）

311 just 2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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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ke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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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kid 1 [kid] n.小孩；小山羊 vt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vi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adj.小山羊皮制的；较年幼的 n.(Kid)人名；(英)基德

315 kids 1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
316 Kim 1 [kim] n.金姆（人名）

317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318 kingdom 1 ['kiŋdəm] n.王国；界；领域 n.(Kingdom)人名；(英)金德姆

319 knights 1 [naɪt] n. 骑士；爵士；武士 vt. 授以爵位

320 Korea 22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321 Korean 8 [kə'riən] adj.韩国人的；韩国语的；朝鲜人的；朝鲜语的 n.韩国人；韩国语；朝鲜人；朝鲜语

322 koreans 2 朝鲜人

323 labor 3 ['leibə] n.劳动；工作；劳工；分娩 vi.劳动；努力；苦干 vt.详细分析；使厌烦 n.(Labor)人名；(德、塞、法)拉博尔；(英)
拉博

324 laboratory 1 [lə'bɔrətəri] n.实验室，研究室

325 lamborghini 1 [, læbo:'gini:] n.兰博基尼公司；兰博基尼汽车品牌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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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largely 2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
328 last 2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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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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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
331 launch 1 [lɔ:ntʃ, lɑ:ntʃ] vt.发射（导弹、火箭等）；发起，发动；使…下水 vi.开始；下水；起飞 n.发射；发行，投放市场；下
水；汽艇

332 launching 1 ['lɔ:ntʃiŋ, 'lɑ:n] n.发射；下水；创设 v.发射；发动；开始从事（launch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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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lead 2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335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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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338 lik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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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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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limo 1 ['liməu] n.豪华轿车 n.(Limo)人名；(塞、芬)利莫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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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little 2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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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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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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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6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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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 looks 2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348 loophole 1 ['lu:phəul] n.漏洞；枪眼；换气孔；射弹孔

349 loops 6 [luːp] n. 环；圈；回路；环形线路 vt. 以圈结；以环连结；使 ... 成环（圈） vi. 形成环；环形运动

350 loopy 2 ['lu:pi] adj.多圈的；呆头呆脑的
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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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loyal 1 ['lɔiəl] adj.忠诚的，忠心的；忠贞的 n.效忠的臣民；忠实信徒 n.(Loya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西、匈、法)洛亚尔

353 lucky 1 ['lʌki] adj.幸运的；侥幸的

354 lumpy 1 ['lʌmpi] adj.粗笨的；波浪起伏的；多块状物的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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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357 maintains 1 [meɪn'teɪn] vt. 维持；维修；保养；坚持；断言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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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maker 1 ['meikə] n.制造者；造物主；出期票人 n.(Maker)人名；(英)马克尔

360 makers 1 n. 迈克（美国一家公司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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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mal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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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managed 1 ['mænɪdʒ] v. 管理；经营；做成；设法对付；提供；有空

364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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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mass 1 n.块，团；群众，民众；大量，众多；质量 adj.群众的，民众的；大规模的，集中的 vi.聚集起来，聚集 vt.使集合

367 Massachusetts 1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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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maybe 3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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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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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meanwhile 1 ['mi:nwail] adv.同时，其间 n.其间，其时

373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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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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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Memphis 2 ['memfis] n.孟斐斯（古埃及城市，废墟在今开罗之南）；孟菲斯市（美国田纳西州城市名）

377 metalworking 1 ['metəl,wə:kiŋ] n.金属加工术；金属制造 adj.金属制造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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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migh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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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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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mill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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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383 missile 2 ['misail, -səl] n.导弹；投射物 adj.导弹的；可投掷的；用以发射导弹的

384 moine 1 穆瓦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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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moos 8 [mu ]ː v. 牛哞哞叫 n. 牛鸣声
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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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mo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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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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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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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1 moves 1 [muːv] n.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.

392 mozzarella 1 [,mɔtsə'relə] n.马苏里拉奶酪

393 mt 1 abbr.磁带（MagneticTape）；平均时间（MeanTime）；军事训练（MilitaryTraining）；主计时器（MasterTimer）

3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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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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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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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nations 2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399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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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never 2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402 nevertheless 1 [,nevəðə'les] adv.然而，不过；虽然如此 conj.然而，不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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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north 29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405 not 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4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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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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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nuclear 8 ['nju:kliə, 'nu:-] adj.原子能的；[细胞]细胞核的；中心的；原子核的

409 nutritious 1 [nju:'triʃəs] adj.有营养的，滋养的

410 nut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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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11 obviously 1 ['ɔbviəsli] adv.明显地 显然地

412 of 4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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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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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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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6 oil 1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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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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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on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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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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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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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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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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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425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426 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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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7 outside 2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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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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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9 paleo 1 古

430 parade 1 [pə'reid] n.游行；阅兵；炫耀；行进；阅兵场 vt.游行；炫耀；列队行进 vi.游行；炫耀；列队行进 n.(Parade)人名；
(法、德)帕拉德

431 parades 1 n. 游行；检阅 名词parade的复数形式.

4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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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3 partial 1 ['pɑ:ʃəl] adj.局部的；偏爱的；不公平的

434 partner 1 ['pɑ:tnə] n.伙伴；合伙人；配偶 vi.合伙；合股；成为搭档 vt.使合作；与…合伙 n.(Partner)人名；(英、德)帕特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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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5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436 Patrick 1 ['pætrik] n.帕特里克（男子名）

437 peace 2 [pi:s] n.和平；平静；和睦；秩序 n.(Peace)人名；(英)皮斯

438 peanut 1 ['pi:nʌt] n.花生

439 penalties 1 ['penəlti] n. 处罚；惩罚；不利；罚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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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pepperoni 1 [,pepə'rəuni:] n.意大利辣香肠

442 pH 2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
443 pizza 15 n.比萨饼（一种涂有乳酪和番茄酱的意大利式有馅烘饼） n.(Pizza)人名；(意)皮扎

444 pizzas 1 n.意大利薄饼，比萨饼( pizza的名词复数 )

445 plus 1 [plʌs] n.正号，加号；好处；附加额 adj.正的；附加的 prep.加，加上 n.(Plus)人名；(德)普卢斯

446 policy 2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447 Pompeii 4 [pɔm'peii:; -'pei] n.庞培（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一古城）

448 poor 1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449 pops 1 [pɔps] abbr.流行曲调（populartunes）；大众音乐会（popularconcerts） adj.演奏轻音乐有关的；流行音乐乐队的 v.取出；
发出爆裂声；突然伸出（pop的三单形式） n.(Pops)人名；(塞、瑞典)波普斯

450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451 porch 1 [pɔ:tʃ] n.门廊；走廊

452 porous 1 ['pɔ:rəs, 'pəu-] adj.多孔渗水的；能渗透的；有气孔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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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4 poverty 1 ['pɔvəti] n.贫困；困难；缺少；低劣

4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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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6 predecessors 1 n.前任( predecessor的名词复数 ); 前辈; （被取代的）原有事物; 前身

457 preserved 1 [pri'zə:vd] adj.保藏的；腌制的；喝醉的 n.(Preserved)人名；(英)普里泽夫德

458 president 3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459 presidential 1 [,prezi'denʃəl] adj.总统的；首长的；统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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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1 privileged 1 ['privilidʒd] adj.享有特权的；有特别恩典的 v.给予…特权；免除（privilege的过去分词）

462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463 products 1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464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465 profits 1 n.[会计]收益，红利；盈利（profit的复数）

466 program 9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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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4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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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9 pumped 1 [pʌmpt] adj.（肌肉由于过度运动）肿胀的；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的；腐心的 v.用泵送；汲取；使喘不过气来（pump的
过去分词）

470 punishing 1 ['pʌniʃiŋ] adj.严厉的；打击沉重的；精疲力尽的 v.惩罚；折磨（punish的ing形式）

471 purio 1 [地名] [巴拿马、古巴] 普里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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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3 p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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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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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75 Pyongyang 4 ['pjʌŋjɑ:ŋ] n.平壤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）

476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477 radio 1 ['reidiəu] n.收音机；无线电广播设备 vi.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.用无线电发送 n.(Radio)人名；(西)拉迪奥

478 random 1 ['rændəm] adj.[数]随机的；任意的；胡乱的 n.随意 adv.胡乱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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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9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480 re 4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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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2 reaped 1 [riː p] vt. 收割；收获；获得 vi. 收割

483 rebuffing 1 [rɪ'bʌf] n. 断然拒绝；漠不关心 v. 严厉拒绝；冷落

484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485 recipe 1 n.食谱；[临床]处方；秘诀；烹饪法

486 reconstructed 1 [riː kən'strʌktɪd] adj. 重建的；改造的 动词reconstru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87 regime 5 [rei'ʒi:m, ri-, ri'dʒi:m] n.政权，政体；社会制度；管理体制

488 regimes 1 [reɪ'ʒiː mz] 政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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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relationships 1 [rɪ'leɪʃnʃɪps] 关系[式]

491 relatively 2 ['relətivli] adv.相当地；相对地，比较地

492 remained 1 [rɪ'meɪn] v. 剩余；逗留；留下；依然；保持 n. 剩余物；遗迹；残骸

493 remains 3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494 remarkably 1 [ri'ma:kəbli] adv.显著地；非常地；引人注目地

495 reminded 1 [rɪ'maɪnd] vt. 使想起；提醒

496 repeatedly 1 [rɪ'piː tɪdli] adv. 重复地；再三地

497 researchers 2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498 restaurant 1 ['restərɔŋ, -rɔnt, -rənt] n.餐馆；[经]饭店

499 restored 1 [rɪ'stɔː d] adj. 恢复的

500 review 1 [ri'vju:] n.回顾；复习；评论；检讨；检阅 vt.回顾；检查；复审 vi.回顾；复习功课；写评论

5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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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2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503 rivals 2 ['raɪvl] n. 竞争者；对手；同伴 adj. 竞争的 v. 竞争；与 ... 相匹敌

504 roll 1 [rəul] vt.卷；滚动，转动；辗 vi.卷；滚动；转动；起伏，摇晃 n.卷，卷形物；名单；摇晃 n.(Ro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
俄、罗、葡、捷、挪、西、瑞典)罗尔

505 Roman 3 ['rəumən] n.罗马人；古罗马语 adj.罗马的；罗马人的

506 ropes 1 英 [rəʊps] 美 [roʊps] n. 栏绳 名词rope的复数形式.

5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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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8 Russia 4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509 sanctioned 1 ['sæŋkʃn] n. 批准；约束力；处罚 vt. 批准；支持

510 sanctions 5 ['sæŋkʃnz] n. 制裁 名词sanction的复数形式.

511 satellite 2 ['sætəlait] n.卫星；人造卫星；随从；卫星国家

512 sauce 1 [sɔ:s] n.酱油；沙司；调味汁 vt.使增加趣味；给…调味 n.(Sauce)人名；(西)绍塞；(法)索斯

513 s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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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4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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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6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517 seafood 1 ['si:fud] n.海鲜；海味；海产食品

5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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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9 secret 1 ['si:krit] n.秘密；秘诀；机密 adj.秘密的；机密的 n.(Secret)人名；(法)塞克雷

520 secretive 1 [si'kri:tiv, 'sikrətiv] adj.秘密的；偷偷摸摸的；促进分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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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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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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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3 seemed 1 [siː m] vi. 似乎；好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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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5 sees 1 abbr.扩展企业应用套件（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）

526 self 1 [self] n.自己，自我；本质；私心 adj.同一的 vt.使自花授精；使近亲繁殖 vi.自花授精 n.(Self)人名；(英)塞尔夫

527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
528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529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530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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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2 shield 1 [ʃi:ld] n.盾；防护物；保护者 vt.遮蔽；包庇；避开；保卫 vi.防御；起保护作用 n.(Shield)人名；(英)希尔德

533 shortages 1 ['ʃɔː tɪdʒɪz] 缺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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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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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6 showpiece 1 ['ʃəupi:s] n.展出品，展示品

537 sides 1 [saɪdz] n.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.

538 sidewalk 1 ['saidwɔ:k] n.人行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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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0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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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2 slave 1 [sleiv] n.奴隶；从动装置 vi.苦干；拼命工作 n.(Slave)人名；(塞、罗)斯拉韦

543 slice 1 [slais] n.薄片；部分；菜刀，火铲 vt.切下；把…分成部分；将…切成薄片 vi.切开；割破

5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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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5 snap 1 [snæp] vt.突然折断，拉断；猛咬；啪地关上 vi.咬；厉声说；咯嗒一声关上 n.猛咬；劈啪声；突然折断 adj.突然的

5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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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7 some 6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
>稍微

548 somebody 1 ['sʌm,bɔdi, -bʌ-, -bə-] n.大人物；重要人物 pron.有人；某人

549 somehow 1 adv.以某种方法；莫名其妙地

550 something 1 ['sʌmθiŋ] pron.某事；某物 n.重要的人；值得重视的事 adv.非常；有点；大约 adj.大约；有点象

551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552 sooner 1 ['su:nə] n.（美）抢先占有土地者（在政府开放西部前）

5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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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4 source 1 [sɔ:s] n.来源；水源；原始资料 n.(Source)人名；(法)苏尔斯

555 sources 1 英 [sɔː s] 美 [sɔː rs] n. 来源；发源地；原始资料 v. 从...获得

5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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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7 spoken 1 ['spəukən] adj.口语的，口头的 v.说（speak的过去分词）

558 spot 1 [spɔt] n.地点；斑点 vt.认出；弄脏；用灯光照射 vi.沾上污渍；满是斑点 adj.现场的；现货买卖的 adv.准确地；恰好

559 sprinkled 1 ['sprɪŋkl] v. 洒；撒；下稀疏小雨 n. 少量散布的屑状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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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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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2 state 2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5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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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4 stayed 1 [steɪ] v. 停留；逗留；保持 n. 停留；逗留

565 sticking 1 ['stikiŋ] adj.粘的；有粘性的 n.粘辊；附着；坚持性 v.粘住，坚持（stick的ing形式）

5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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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7 stirred 1 英 [stɜ (ːr)] 美 [stɜ rː] vt. 激起；惹起；搅和 vi. 活动；引起；挪动 n. 骚乱；感动(激动；愤怒或震动)；搅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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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8 stockpile 1 ['stɔkpail] n.库存；积蓄 vt.贮存；储蓄 vi.积累；储备物资

5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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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0 stopped 2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571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572 strategies 1 ['strætədʒi] n. 策略；战略

573 string 1 n.线，弦，细绳；一串，一行

574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575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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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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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8 supporting 1 [sə'pɔ:tiŋ] adj.支持的；辅助性的；次要的 n.支持；支承面 v.支持；供养（support的ing形式）

579 survival 2 [sə'vaivəl] n.幸存，残存；幸存者，残存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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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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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2 sweetness 1 ['swi:tnis] n.美妙；芳香；可爱

583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584 table 1 ['teibl] n.桌子；表格；平地层 vt.制表；搁置；嵌合 adj.桌子的 n.(Table)人名；(罗)塔布莱

5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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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86 targeted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 rː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
587 taste 1 [teist] n.味道；品味；审美 vt.尝；体验 vi.尝起来；有…的味道 n.(Taste)人名；(法)塔斯特

588 test 1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589 tests 1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5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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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1 thanking 1 [θæŋk] v. 感谢；谢谢；责怪 n. 谢意；感谢

592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593 that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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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4 the 8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95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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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6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5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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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8 they 9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99 thick 1 [θik] n.最拥挤部分；活动最多部分；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.厚的；浓的；粗大的 adv.密集地；浓浓地，厚厚地 n.
(Thick)人名；(英)西克

600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601 things 3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6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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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3 thinks 1 [θɪŋk] v. 认为；想；记起；考虑 n. 想

604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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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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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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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7 thou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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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08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609 ties 1 [taɪz] tie的复数形式

610 tight 1 [tait] adj.紧的；密封的；绷紧的；麻烦的；严厉的；没空的；吝啬的 adv.紧紧地；彻底地 n.(Tight)人名；(英)泰特

611 tin 1 [tin] n.锡；罐头，罐；马口铁 adj.锡制的 vt.涂锡于；给…包马口铁 n.(Tin)人名；(缅、柬)丁；(印尼)婷；(越)信；(泰、土)
廷

612 to 3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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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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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3 today 3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6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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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5 topped 1 选取肥畜 拔顶的

616 trade 1 [treid] n.贸易，交易；行业；职业 vi.交易，买卖；以物易物 vt.用…进行交换

617 trading 1 ['treidiŋ] n.交易；贸易；购物 adj.交易的；贸易的 v.交换（trade的ing形式）；做买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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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9 tried 2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
620 tries 1 [traɪ] v. 试验；尝试；设法；努力；审判；考验 n. 尝试；试验；（橄榄球）持球触地得分

621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622 trix 1 abbr.三重指数平滑移动平均线（TripleExponentiallySmoothedMovingAverage）

623 truly 1 ['tru:li] adv.真实地，不假；真诚地 n.(Truly)人名；(英)特鲁利

624 tr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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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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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6 tumultuous 1 [tju:'mʌltjuəs, -tʃuəs] adj.吵闹的；骚乱的；狂暴的

627 tunnels 1 ['tʌnl] n. 隧道；地道；洞穴 v. 挖地道；挖隧道

628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629 type 1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630 ultimately 1 ['ʌltimətli] adv.最后；根本；基本上

631 un 3 [ʌn, ən] pron.家伙，东西 n.(Un)人名；(柬)温

632 uncover 1 [,ʌn'kʌvə] vt.发现；揭开；揭露 vi.发现；揭示；揭去盖子

6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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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4 underground 1 ['ʌndəgraund] adv.在地下；秘密地 adj.地下的；秘密的；先锋派的 n.地下；地铁；地道；地下组织；秘密活动；
先锋派团体

635 unidentified 9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636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637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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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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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0 u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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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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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2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643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644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645 ve 4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646 vehicles 1 ['viː ɪklz] n. 交通工具；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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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8 Vesuvius 1 [vi'su:vjəs] n.维苏威火山（意大利西南部）

6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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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0 violations 1 [vaɪə'leɪʃnz] n. 侵害，违反（名词viol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651 vital 1 ['vaitəl] adj.至关重要的；生死攸关的；有活力的 n.(Vital)人名；(法、德、意、俄、葡)维塔尔；(西)比塔尔

652 Vulcan 2 ['vʌlkən] n.伏尔甘（火和锻冶的神）

6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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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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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5 war 4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656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6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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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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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9 w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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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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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60 weapon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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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61 weddings 1 n. 婚礼（wedding的复数形式）

6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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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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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4 west 2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665 w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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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6 wheeled 1 [hwi:ld] adj.轮式的；有轮的 v.滚动；装轮子（wheel的过去分词）

667 whe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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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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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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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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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1 with 1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6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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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3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74 wood 2 [wud] n.木材；木制品；树林 vi.收集木材 vt.植林于；给…添加木柴 n.(Wood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、阿拉伯)伍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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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6 working 2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677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678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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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0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6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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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2 yogurt 1 ['jɔgət, 'jəu-] n.酸奶酪，[食品]酸乳（等于yoghurt）

683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684 you 5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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