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3-05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rt 1 [ə'bɔ:t] vi.流产；堕胎；夭折；发育不全 vt.使流产；使中止 n.中止计划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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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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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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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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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7 activ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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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9 actually 5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10 advice 1 [əd'vais] n.建议；忠告；劝告；通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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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gain 2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13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14 aging 1 ['eidʒiŋ] n.老化；陈化，熟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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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he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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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ired 1 英 [eə(r)] 美 [er] n. 空气；天空；空中；感觉；神态；曲调；装腔作势 v. 晾干；使通风；广播

18 airport 1 ['εəpɔ:t] n.机场；航空站

19 all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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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long 2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21 alphabet 1 n.字母表，字母系统；入门，初步 n.Google创建的名为Alphabet的公司，改变Google原有公司架构，旨在使其当下主
要业务和长期投资项目间的区别更加清晰。

22 alternative 1 [ɔ:l'tə:nətiv] adj.供选择的；选择性的；交替的 n.二中择一；供替代的选择

23 always 2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24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25 an 10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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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nd 3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8 Anne 1 [æn] n.安妮（女子名）

29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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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nxiety 1 [æŋ'zaiəti] n.焦虑；渴望；挂念；令人焦虑的事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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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r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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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Arizona 2 [,æri'zəunə] n.美国亚利桑那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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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a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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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aside 1 [ə'said] adv.离开，撇开；在旁边 n.旁白；私语，悄悄话；离题的话 prep.在…旁边

37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38 at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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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 Austin 3 ['ɔ:stin] n.奥斯丁（人名）；英国制汽车牌名

40 autumn 1 ['ɔ:təm] n.秋天；成熟期；渐衰期，凋落期 adj.秋天的，秋季的 n.(Autumn)人名；(英)奥特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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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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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bac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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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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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balance 1 ['bæləns] n.平衡；余额；匀称 vt.使平衡；结算；使相称 vi.保持平衡；相称；抵销 n.(Balance)人名；(西)巴兰塞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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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atteries 1 ['bætərɪz] n. 电池 名词battery 的复数形式.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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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because 5 [bi'kɔz] conj.因为

49 been 5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50 begin 4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51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
52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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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ben 1 [ben] n.本（男子名）；（苏格兰）内室

55 benjamin 2 ['bendʒəmin] n.本杰明（男子名）；受宠爱的幼子

56 bett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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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bill 1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
58 blew 3 [blu:] blow的过去式

59 block 1 n.块；街区；大厦；障碍物 vt.阻止；阻塞；限制；封盖 adj.成批的，大块的；交通堵塞的 n.(Blo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芬、罗)布洛克

60 blocks 2 ['blɒks] n. 街区 名词block的复数形式.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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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boundaries 2 ['baʊndri] n. 边界；分界线

63 brain 1 [brein] n.头脑，智力；脑袋 vt.猛击…的头部 n.(Brain)人名；(英)布雷恩

64 brewing 1 ['bru:iŋ] n.酿造；酝酿；计划 v.酿造；策划阴谋（brew的ing形式）

65 bridge 1 [bridʒ] n.桥；桥牌；桥接器；船桥 vt.架桥；渡过 n.(Bridge)人名；(英)布里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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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b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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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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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bypass 1 ['baipɑ:s,-pæs] vt.绕开；忽视；设旁路；迂回 n.旁路；[公路]支路

70 calle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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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calm 1 [kɑ:m, kɑ:lm] adj.静的，平静的；沉着的 vt.使平静；使镇定 vi.平静下来；镇定下来 n.风平浪静 n.(Calm)人名；(法、德)卡尔
姆

72 cameras 1 ['kæmərəz] 照相机； 暗箱； 摄像机； 摄影机

73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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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candles 1 ['kændl] n. 蜡烛；烛形物 vt. 对光检查

75 car 1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76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77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78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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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center 2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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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change 6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83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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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changes 6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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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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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clip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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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clocks 6 英 [klɒk] 美 [klɑːk] n. 时钟 v. 计时；打卡

90 closer 1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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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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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commenting 1 英 ['kɒment] 美 ['kɑːment] n. 注释；评论；闲话 v. 评论；注释

94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95 concerning 2 [kən'sə:niŋ] prep.关于；就…而言 v.涉及；使关心（concern的ing形式）；忧虑

96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97 considers 1 英 [kən'sɪdə(r)] 美 [kən'sɪdər] v. 考虑；思考；认为；体谅；注视

98 consumption 1 [kən'sʌmpʃən] n.消费；消耗；肺痨

99 controlling 1 [kən'trəuliŋ] n.控制 v.控制；管理（control的ing形式）；验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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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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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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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couple 1 ['kʌpl] n.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结合；成婚 vt.结合；连接；连合 n.(Couple)人名；(法)库普勒

105 cracks 1 [kræk] v. 破裂；砸开；发出爆裂声；撞击；破解；变嘶哑；崩溃；制裁；<非正式>开玩笑 n. 裂缝；裂痕；爆裂声；猛
击；尝试；俏皮话 adj. 训练有素的

106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107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108 cross 3 n.交叉，十字；十字架，十字形物 vi.交叉；杂交；横过 vt.杂交；渡过；使相交 adj.交叉的，相反的；乖戾的；生气的

109 crossing 1 ['krɔ:siŋ] n.十字路口；杂交；横渡；横道 v.横越（cross的现在分词）

110 crust 2 n.地壳；外壳；面包皮；坚硬外皮 vi.结硬皮；结成外壳 vt.盖以硬皮；在…上结硬皮

111 cycles 1 ['saɪkl] n. 循环；周期；自行车；摩托车 v. 骑自行车；(使)轮转；(使)循环

112 damage 2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113 d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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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daylight 8 ['deilait] n.白天；日光；黎明；公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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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debate 1 [di'beit] vt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vi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n.辩论；辩论会

117 decide 1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118 decides 1 [dɪ'saɪd] v. 决定；判断；断定

119 deep 2 [di:p] n.深处；深渊 adj.深的；低沉的；深奥的 adv.深入地；深深地；迟 n.(Deep)人名；(英)迪普

120 depending 2 [dɪ'pendɪŋ] n. 依赖；信任；决定于 动词depend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21 depth 1 [depθ] n.[海洋]深度；深奥

122 destructive 1 [di'strʌktiv] adj.破坏的；毁灭性的；有害的，消极的

123 detectable 1 [di'tektəbl] adj.可检测的；可发觉的

124 detector 1 n.探测器；检测器；发现者；侦察器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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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27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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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directions 1 [dɪ'rekʃnz] n. 用法说明；方向；指令 名词direction的复数形式.

129 directly 1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130 diseases 1 [dɪ'ziː zɪz] 病害

131 disrupt 1 [dis'rʌpt] vt.破坏；使瓦解；使分裂；使中断；使陷于混乱 adj.分裂的，中断的；分散的

132 do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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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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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doing 2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36 d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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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7 dow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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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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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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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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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earthquake 4 ['ə:θkweik] n.地震；大动荡

143 earthquakes 5 ['ɜːθkweɪks] n. 地震 名词earthquake的复数形式.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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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election 1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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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eliminate 1 [i'limineit] vt.消除；排除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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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end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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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ends 1 ['endz] n. 结束；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.

151 energy 2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152 English 1 ['iŋgliʃ] adj.英国人的；英国的；英文的 n.英语；英国人；英文；英格兰人 vt.把…译成英语

153 enjoy 1 [in'dʒɔi] vt.欣赏，享受；喜爱；使过得快活

154 epicenter 1 ['episentə] n.震中；中心

155 eruption 3 [i'rʌpʃən] n.爆发，喷发；火山灰；出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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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essay 1 ['esei, e'sei] n.散文；试图；随笔 vt.尝试；对…做试验

158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
159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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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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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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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every 2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164 everybody 2 ['evri,bədi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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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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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exceptions 1 [ɪk'sepʃənz] n. 例外 名词exception的复数形式.

168 excitement 1 [ik'saitmənt] n.兴奋；刺激；令人兴奋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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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explodes 1 英 [ɪk'spləʊd] 美 [ɪk'sploʊd] vi. 爆炸；激增；爆发 vt. 使爆炸；驳倒

171 extending 1 [ɪk'stendɪŋ] n. 伸长 动词extend的现在分词.

172 extra 2 ['ekstrə] adv.特别地，非常；另外 n.临时演员；号外；额外的事物；上等产品 adj.额外的，另外收费的；特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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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fall 3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174 falling 1 ['fɔ:liŋ] adj.下降的；落下的 n.下降；落下；陷落 v.落下（fall的ing形式） n.(Falling)人名；(瑞典)法林

175 Falls 1 [fɔ:ls] n.[水文]瀑布；陨石 v.下降（fall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Falls)人名；(英)福尔斯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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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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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female 10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180 few 2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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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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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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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fir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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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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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flows 1 [f'ləʊz] n. 流量 名词flow的复数形式.

187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188 for 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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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forward 1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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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193 Franklin 4 ['fræŋklin] n.富兰克林（男子名）；富兰克林（加拿大西北地区的北部分区）

194 friction 1 ['frikʃən] n.摩擦，[力]摩擦力

195 Friday 2 ['fraidi] n.星期五

196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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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geography 1 [dʒi'ɔgrəfi] n.地理；地形

199 Georgia 4 ['dʒɔ:dʒjə] n.乔治亚州；格鲁吉亚（前苏联加盟共和国）；乔治娅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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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gig 1 n.旋转物；鱼叉；轻便双轮马车；现场演出；临时工作 vi.乘轻便双轮马车；起绒；叉鱼 vt.使…起绒；用鱼叉叉；记过处
分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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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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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glaciers 1 [ɡ'læsiəz] 冰川

205 g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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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6 go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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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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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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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goo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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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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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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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governor 1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
213 grappled 1 ['ɡræpl] v. 抓住；扭打；搏斗 n. 抓钩；扭打；搏斗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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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ground 2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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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216 guard 2 [gɑ:d] n.守卫；警戒；护卫队；防护装置 vi.警惕 vt.保卫；监视 n.(Guard)人名；(英)格尔德

217 Gutenberg 1 ['gu:tnbə:g] n.古腾堡（人名，德国活版印刷发明人）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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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9 hand 1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
220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221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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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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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Hawaii 2 [hə'waii:] n.夏威夷岛；夏威夷（美国州名）

225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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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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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help 2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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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230 helping 2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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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her 2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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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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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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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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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239 hour 5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
240 hours 3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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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hundred 1 ['hʌndrəd] n.一百；许多 adj.一百的；许多的 num.百；百个

244 hypocenter 1 [,haipəu'sentə] n.[地震]震源

245 ice 1 [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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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celand 5 ['aislənd] n.冰岛（欧洲岛名，在大西洋北部，近北极圈）

247 Icelandic 1 [ais'lændik] adj.冰岛的；冰岛人的；冰岛语的 n.冰岛语

248 idea 3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249 if 5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50 ignition 1 [ig'niʃən] n.点火，点燃；着火，燃烧；点火开关，点火装置

251 ignoring 1 英 [ɪɡ'nɔː (r)] 美 [ɪɡ'nɔː r] vt. 忽视；不理；不顾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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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3 improves 1 [ɪm'pruːv] vt. 改善；改进；提高 vi. 变得更好；改进

254 in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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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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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Indiana 1 [,indi'ænə] n.印第安纳州（美国中部的州）

257 injuries 1 ['ɪndʒəri] n. 伤害；损害

258 intensity 1 [in'tensəti] n.强度；强烈；[电子]亮度；紧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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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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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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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intrusion 1 [in'tru:ʒən] n.侵入；闯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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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islan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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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it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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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66 japan 1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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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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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jus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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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kee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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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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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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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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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kill 1 [kil] vt.杀死；扼杀；使终止；抵消 vi.杀死 n.杀戮；屠杀 adj.致命的；致死的 n.(Kill)人名；(德)基尔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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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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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280 landing 1 ['lændiŋ] n.登陆；码头；楼梯平台 v.登陆（land的ing形式） n.(Landing)人名；(冈、瑞典、塞内)兰丁

281 lane 2 [lein] n.小巷；[航][水运]航线；车道；罚球区 n.(Lane)人名；(英、俄)莱恩；(老)兰；(德、法、意、葡、塞、瑞典)拉内

282 largest 2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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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lava 1 ['lɑ:və, 'lævə] n.火山岩浆；火山所喷出的熔岩 n.(Lava)人名；(西、意)拉瓦

285 law 1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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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le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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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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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
291 listen 1 ['lisən] vi.听，倾听；听从，听信 n.听，倾听

292 listens 1 ['lɪsn] v. 听；倾听；听从；听信 n. 听；倾听

293 l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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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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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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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located 2 英 [ləʊ'keɪtɪd] 美 ['loʊkeɪtɪd] adj. 处于；位于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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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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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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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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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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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magma 1 ['mægmə] n.[地质]岩浆；糊剂 n.(Magma)人名；(英)马格马

302 magnitude 2 ['mægnitju:d] n.大小；量级；[地震]震级；重要；光度

303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304 mal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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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manmade 1 英 ['mænmeɪd] 美 ['mænˌmeɪd] adj. 人造的、合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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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march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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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Maria 1 [riə; 'mεəriə] n.玛丽亚（女名）

309 Mars 1 [mɑ:z] n.战神；[天]火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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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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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meteorological 1 [,mi:tiərə'lɔdʒikəl] adj.气象的；气象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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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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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317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318 minding 1 [maɪnd] n. 头脑；精神；心；想法；意见；心思；注意力；有才智的人；记忆；心情；理智；[宗]追思弥撒；上帝 v.
留心；注意；专心于；介意；照顾

319 models 2 ['mɒdlz] n. 模范；模特儿；模型（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）

320 moderate 1 ['mɔdərət, 'mɔdəreit] adj.稳健的，温和的；适度的，中等的；有节制的 vi.变缓和，变弱 vt.节制；减轻

321 Montessori 1 [,mɔnti'sɔ:ri] n.蒙特梭利（意大利女医师及教育家）

322 most 2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323 motion 1 n.动作；移动；手势；请求；意向；议案 vi.运动；打手势 vt.运动；向…打手势

324 motto 1 ['mɔtəu] n.座右铭，格言；箴言 n.(Motto)人名；(英)莫托；(意、西)莫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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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mrs 1 ['misiz] n.太太；夫人（用于已婚妇女姓名前的尊称）

327 my 2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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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330 nd 1 abbr.国债（NationalDebt）；国防（NationalDefence）；核装置（NuclearDevice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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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nearby 1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
333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34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35 no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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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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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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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notable 1 ['nəutəbl] adj.值得注意的，显著的；著名的 n.名人，显要人物

339 November 2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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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number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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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observance 1 [əb'zə:vəns] n.惯例；遵守；仪式；庆祝

343 observe 1 vt.庆祝 vt.观察；遵守；说；注意到；评论 vi.观察；说；注意到；评论

344 occur 2 [ə'kə:] vi.发生；出现；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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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5 occurs 1 [ə'kɜːz] 动词occur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346 ocean 1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347 of 5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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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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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351 oh 3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
352 O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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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on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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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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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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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357 our 6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58 out 1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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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over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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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pacific 2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
362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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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participate 1 vi.参与，参加；分享 vt.分享；分担 [过去式participated过去分词participated现在分词participating]

364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
365 past 2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366 people 8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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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369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370 plate 2 [pleit] n.碟；金属板；金属牌；感光底片 vt.电镀；给…装甲 n.(Plate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西、意、瑞典)普拉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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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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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possibly 1 ['pɔsəbli] adv.可能地；也许；大概
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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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predict 1 [pri'dikt] vt.预报，预言；预知 vi.作出预言；作预料，作预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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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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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proposals 1 [prə'pəʊzlz] 建议

380 proposed 1 英 [prəʊ'pəʊzd] 美 [prə'poʊzd] adj. 被提议的

381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382 prototype 1 ['prəutətaip] n.原型；标准，模范

383 pushing 1 ['puʃiŋ] adj.奋斗的；莽撞的；有精力的；富有进取心的 n.推挤；推人犯规（篮球术语） v.推；促进；逼迫（push的ing
形式）

3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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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quake 2 [kweik] vi.震动；颤抖 n.地震；颤抖

386 quakes 2 [kweɪk] v. 震动；颤抖 n. 震动；地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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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7 quote 1 [kwəut, kəut] vt.报价；引述；举证 vi.报价；引用；引证 n.引用

3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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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re 3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390 reactions 1 英 [ri'ækʃənz] 美 [rɪ'ækʃənz] n. 反应（reaction的复数）

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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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393 reins 1 [reinz] n.肾脏；腰部；感情；肺腑 n.(Reins)人名；(法)兰斯；(德)赖因斯

394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3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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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representatives 1 [reprɪ'zentətɪvz] n. 众议院议员；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.

397 resident 1 adj.居住的；定居的 n.居民；住院医生

398 resulting 1 [rɪ'zʌltɪŋ] adj. 结果的 动词result的现在分词.

3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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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ring 1 [riŋ] vi.按铃；敲钟；回响；成环形 n.戒指；铃声，钟声；拳击场；环形物 vt.按铃；包围；敲钟；套住 n.(Ring)人名；
(英、西、德、匈、瑞典、芬)林

401 ripples 1 ['rɪplz] 皱纹,纹波,涟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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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roc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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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rocket 1 ['rɔkit] vi.飞驰，飞快地移动；迅速增加 n.火箭 vt.用火箭运载
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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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407 saving 4 ['seiviŋ] n.节约；挽救；存款 adj.节约的；挽救的；补偿的；保留的 prep.考虑到；除...之外 n.(Saving)人名；(瑞典)萨温

408 say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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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10 school 3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411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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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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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seemed 1 [siː m] vi. 似乎；好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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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6 seismic 2 ['saizmik, 'sais-] adj.地震的；因地震而引起的

417 senate 1 ['senit] n.参议院，上院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

418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419 se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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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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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shake 1 vt.动摇；摇动；震动；握手 vi.动摇；摇动；发抖 n.摇动；哆嗦

422 shaken 1 ['ʃeikən] v.摇动，动摇（shake的过去分词） n.(Shaken)人名；(俄)沙肯

423 shaking 3 ['ʃeikiŋ] n.震动，震惊；挥动，摇动 v.握手（shake的ing形式）；摇动；颤动

424 s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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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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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6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427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428 signs 3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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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9 simple 1 ['simpl] adj.简单的；单纯的；天真的 n.笨蛋；愚蠢的行为；出身低微者 n.(Simple)人名；(法)桑普勒

4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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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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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2 sleep 2 [sli:p] vi.睡，睡觉 n.睡眠 n.(Sleep)人名；(英)斯利普

433 slip 2 [slip] vi.滑动；滑倒；犯错；失足；减退 vt.使滑动；滑过；摆脱；塞入；闪开 n.滑，滑倒；片，纸片；错误；下跌；事故
adj.滑动的；有活结的；活络的 abbr.串行线路接口协议，是旧式的协议（SerialLineInterfaceProtocol） n.(Slip)人名；(芬)斯利
普

434 slowing 1 英 [sləʊɪŋ] 美 [sloʊɪŋ] n. 慢化；减速 动词slow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35 sm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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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6 smoke 1 [sməuk] n.烟；抽烟；无常的事物 vi.冒烟，吸烟；抽烟；弥漫 vt.吸烟；抽

437 s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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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8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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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9 somebody 2 ['sʌm,bɔdi, -bʌ-, -bə-] n.大人物；重要人物 pron.有人；某人

4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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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son 1 [sʌn] n.儿子；孩子（对年轻人的称呼）；男性后裔 n.(Son)人名；(土、老、柬)松；(法、罗)索恩；(日)存(名)；(日)孙
(姓)；(越)山

442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443 sound 1 [saund] vt.听（诊）；测量，测…深；使发声；试探；宣告 n.声音，语音；噪音；海峡；吵闹；听力范围；[医]探条 adj.
健全的，健康的；合理的；可靠的；有效彻底的 adv.彻底地，充分地 vi.听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回响；测深

4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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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southwest 1 [,sauθ'west] n.西南方 adj.西南的 adv.往西南；来自西南

446 southwestern 2 [,sauθ'westən] adj.西南部的；向西南的；来自西南的

447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448 spring 2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449 standard 3 ['stændəd] n.标准；水准；旗；度量衡标准 adj.标准的；合规格的；公认为优秀的 n.(Standard)人名；(英)斯坦达德；
(德)施坦达德

450 standby 1 ['stændbaɪ] n. 备用；待命者 adj. 备用的；应急的

451 started 2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52 starts 1 [s'tɑ tːs] v. 开始；启动；开创（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开始；开创（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）

453 sta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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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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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5 stay 3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456 staying 1 英 ['steɪɪŋ] 美 ['steɪŋ] n. 拉线(撑；刚性结合)；停留 动词stay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457 steeper 1 [s'tiː pər] n. 浸润用的桶子

458 stella 1 ['stelə] n.斯特拉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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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0 st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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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1 stop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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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2 stream 1 [stri:m] n.溪流；流动；潮流；光线 vi.流；涌进；飘扬 vt.流出；涌出；使飘动

463 street 1 [stri:t] n.街道 adj.街道的 n.(Street)人名；(英、葡)斯特里特；(德)施特雷特

464 structures 1 [st'rʌktʃəz] n.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.

4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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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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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sudden 1 ['sʌdən] adj.突然的，意外的；快速的 n.突然发生的事

468 suggesting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469 Sullivan 1 ['sʌlivən] n.沙利文，苏利文（人名）

470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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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1 Sunday 2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472 sunrise 1 ['sʌnraiz] n.日出；黎明 n.(Sunrise)人名；(德)松里泽

4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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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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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5 swarm 1 [swɔ:m] vi.挤满；成群浮游；云集 n.蜂群；一大群 vt.挤满；爬

476 tak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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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7 t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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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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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9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480 that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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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1 the 7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482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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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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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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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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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6 there 8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487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488 they 9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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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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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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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3 this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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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those 6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495 thousand 1 ['θauzənd] n.一千；一千个；许许多多 adj.成千的；无数的

496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497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498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499 time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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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0 to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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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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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2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503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504 topography 1 [tə'pɔgrəfi] n.地势；地形学；地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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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6 towns 1 n. 汤斯

507 traffic 1 ['træfik] n.交通；运输；贸易；[通信]通信量 vt.用…作交换；在…通行 vi.交易，买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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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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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0 treater 1 [triː tə] n. 处理器；精制器；谈判者

511 tremor 1 ['tremə] n.[医]震颤；颤动 n.(Tremor)人名；(西)特雷莫尔

512 tremors 1 ['treməz] n. 颤抖；战栗 名词tremor的复数形式.

513 trick 1 [trik] n.诡计；恶作剧；窍门；花招；骗局；欺诈 vt.欺骗；哄骗；装饰；打扮 vi.哄骗；戏弄 adj.特技的；欺诈的；有决
窍的 n.(Trick)人名；(英)特里克

514 triggered 1 ['trigəd] adj.触发的；起动的；有扳机的 v.引起；引爆（trigger的过去分词）；扣…的扳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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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5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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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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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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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9 turnout 1 n.产量；出席者；参加人数；出动；清除；[公路]岔道

520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21 typically 1 ['tipikəli] adv.代表性地；作为特色地

522 unidentified 22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523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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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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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6 up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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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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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8 us 1 pron.我们

529 use 2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530 usgs 1 abbr.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美国地质勘探局

531 vary 1 ['vεəri] vi.变化；变异；违反 vt.改变；使多样化；变奏 n.(Var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、柬)瓦里

532 ve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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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video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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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4 volcanic 1 [vɔl'kænik] adj.火山的；猛烈的；易突然发作的 n.火山岩

535 volcanoes 3 英 [vɒl'keɪnəʊ] 美 [vɑ lː'keɪnoʊ] n. 火山

536 volcanology 1 [,vɔlkə'nɔlədʒi] n.[地质]火山学

537 voter 1 ['vəutə] n.选举人，投票人；有投票权者

538 wake 1 vi.醒来；唤醒；警觉 vt.叫醒；激发 n.尾迹；守夜；守丧 n.(Wake)人名；(英)韦克

539 walks 1 ['wɔː ks] n. 脚步；小路 名词walk的复数形式.

540 wa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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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1 ward 1 [wɔ:d] n.病房；保卫；监视 vt.避开；保卫；守护 n.(Ward)人名；(英)沃德；(德、芬、瑞典、葡)瓦尔德

542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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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4 waves 1 [weivz] n.[物][军]波（wave的复数形式） v.波动；起伏（wa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挥动

545 way 1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
546 w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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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7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548 week 3 [wi:k] n.周，星期

549 weekend 1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
550 welcome 1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
551 we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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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2 westside 1 n. 韦斯特赛德(在美国；西经 95º08' 北纬 42º05')

5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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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4 wheel 1 [hwi:l] n.车轮；方向盘；转动 vt.转动；使变换方向；给…装轮子 vi.旋转；突然转变方向；盘旋飞行

555 when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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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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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7 whil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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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8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559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560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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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1 w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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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2 Williams 1 ['wiljəmz] n.威廉姆斯（男子名）

563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564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65 work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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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6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567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568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569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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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1 yes 2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572 you 1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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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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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5 zones 1 英 [zəʊn] 美 [zoʊn] n. 地域；地带；地区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