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3-09 词频表词频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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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to 4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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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and 4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4 of 3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that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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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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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it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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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for 1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9 they 1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0 w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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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is 1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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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taliban 11 n. 塔利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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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n 10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6 be 10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7 this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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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nimal 9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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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nimals 8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21 hav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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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their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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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these 8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4 were 8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5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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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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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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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now 7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29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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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really 7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31 up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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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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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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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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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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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seals 6 n.seal的复数形式

38 so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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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w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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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when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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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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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Afghanistan 5 [æf'gænistæn] n.阿富汗（国家名称，位于亚洲）

42 ca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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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get 5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44 had 5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
45 hous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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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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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may 5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48 our 5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49 re 5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50 unidentified 5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51 vot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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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years 5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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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because 4 [bi'kɔz] conj.因为

55 b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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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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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int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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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letters 4 [letəz] n.[语]字母；书信；读者投书栏（letter的复数） v.用字母标明；用印刷体写（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59 lik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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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Maine 4 [mein] n.缅因州（美国州名）

61 marine 4 [mə'ri:n] adj.船舶的；海生的；海产的；航海的，海运的 n.海运业；舰队；水兵；（海军）士兵或军官 n.(Marine)人名；
(西)马里内；(英)马林

62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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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64 seal 4 [si:l] n.密封；印章；海豹；封条；标志 vt.密封；盖章 vi.猎海豹 n.(Seal)人名；(英)西尔

65 se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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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them 4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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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there 4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69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70 us 4 pron.我们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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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ago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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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bac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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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by 3 prep.通过；被；依据；经由；在附近；在……之前 adv.通过；经过；附近；[互联网]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

75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76 co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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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did 3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78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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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doughty 3 adj.勇敢强悍的；坚强的；勇猛的 n.(Doughty)人名；(英)道蒂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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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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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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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ever 3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83 expected 3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84 feeling 3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85 go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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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group 3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87 Harbor 3 ['hɑ:bə] vt.庇护；怀有 n.海港；避难所 vi.居住，生存；入港停泊；躲藏 n.(Harbor)人名；(英)哈伯

88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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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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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human 3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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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ju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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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legislation 3 [,ledʒis'leiʃən] n.立法；法律

94 locked 3 [lɒkɪd] adj. 锁定的 动词lo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95 mom 3 [mɔm] n.妈妈 n.(Mom)人名；(柬)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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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once 3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98 ov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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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pup 3 [pʌp] n.小狗；幼畜 vt.生（小狗等小动物） vi.生小狗

100 remain 3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
101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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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02 started 3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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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today 3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105 wa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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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107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108 actually 2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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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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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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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all 2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
113 allowed 2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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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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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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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a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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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8 attacks 2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119 become 2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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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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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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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Benton 2 [ben'tən] n.本顿（姓氏）

124 buddhas 2 n. 佛陀（Buddha的复数形式）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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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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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126 chamber 2 ['tʃeimbə] n.（身体或器官内的）室，膛；房间；会所 adj.室内的；私人的，秘密的 vt.把…关在室内；装填（弹药
等） n.(Chamber)人名；(英)钱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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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coast 2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
129 comes 2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130 control 2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131 coronavirus 2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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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delivered 2 [dɪ'lɪvəd] adj. 已交付的，已交货的；已送达的 v. 递送；发表（演讲）；交付（deli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34 democrats 2 ['deməkræts] n.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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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don 2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137 dust 2 [dʌst] n.灰尘；尘埃；尘土 vt.撒；拂去灰尘 vi.拂去灰尘；化为粉末 n.(Dust)人名；(德、俄)杜斯特

138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39 explosives 2 英 [ɪk'spləʊsɪvz] 美 [ɪk'sploʊsɪvz] n. 炸药；爆破音 名词explosive的复数形式.

140 feel 2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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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filled 2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143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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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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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funding 2 ['fʌndiŋ] n.提供资金；用发行长期债券的方法来收回短期债券 v.提供资金；积存（fund的ing形式）

146 general 2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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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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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helps 2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50 hero 2 ['hiərəu] n.英雄；男主角，男主人公

151 h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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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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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impac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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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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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Islam 2 ['izlɑ:m] n.伊斯兰教 n.(Islam)人名；(阿拉伯、巴基、孟)伊斯兰

157 likely 2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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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lot 2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160 love 2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
161 lynda 2 琳达（女子名）

162 made 2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163 mammals 2 ['mæml] n. 哺乳动物 名词mamm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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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march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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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maybe 2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167 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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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op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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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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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organization 2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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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172 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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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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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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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patent 2 ['pætnt] vt.授予专利；取得…的专利权 adj.专利的；新奇的；显然的 n.专利权；执照；专利品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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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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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pow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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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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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releas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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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releasing 2 [rɪ'liː sɪŋ] n. 释放 动词releas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82 remained 2 [rɪ'meɪn] v. 剩余；逗留；留下；依然；保持 n. 剩余物；遗迹；残骸

183 rescue 2 ['reskju:] vt.营救；援救 n.营救；援救；解救

184 responsibility 2 [ri.spɔnsə'biliti] n.责任，职责；义务

185 rule 2 [ru:l] vi.统治；管辖；裁定 n.统治；规则 vt.统治；规定；管理；裁决；支配 n.(Rule)人名；(英)鲁尔；(塞)鲁莱

186 scars 2 [s'kɑːz] n. 伤疤 名词scar的复数形式.

187 senate 2 ['senit] n.参议院，上院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

188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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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statues 2 [s'tætʃuːz] 现状

191 stay 2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192 stress 2 [stres] n.压力；强调；紧张；重要性；重读 vt.强调；使紧张；加压力于；用重音读 n.(Stress)人名；(意)斯特雷斯

193 students 2 [st'juːdnts] 学生

194 task 2 [tɑ:sk, tæsk] vt.分派任务 n.工作，作业；任务

195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196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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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towering 2 ['tauəriŋ] adj.高耸的；卓越的；激烈的 v.高翔（tower的ing形式）

198 translated 2 [træns'leɪt] v. 翻译；解释；转移；调动

199 usually 2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200 Weeks 2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201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202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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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worked 2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04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205 abandonment 1 [ə'bændənmənt] n.抛弃；放纵

206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207 adorable 1 [ə'dɔ:rəbl] adj.可爱的；可敬重的，值得崇拜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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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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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ages 1 [eɪdʒ] n. 年龄；时代；时期；长时间 v. （使）变老；（使）陈化

211 al 1 [ɑ:l] abbr.美国联盟（AmericanLeague）；美国军团（AmericanLegion）；阿尔巴尼亚（Albania，欧洲一国家名）；美国亚拉
巴马州（Alabama） n.(Al)人名；(英)阿尔(Albert在美国的昵称)

212 algorithms 1 ['ælɡərɪðəm] n. 算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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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214 amazed 1 [ə'meizd] adj.惊奇的，吃惊的 v.使…吃惊；把…弄糊涂（amaz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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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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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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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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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approved 1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220 approximately 1 [ə'prɔksimitli] adv.大约，近似地；近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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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artifact 1 ['ɑ:tifækt] n.人工制品；手工艺品

223 artifacts 1 ['ɑ rːtɪfækts] n. 人工制品；史前古器物 名词artifact的复数形式. =artefacts.

224 assault 1 [ə'sɔ:lt] n.攻击；袭击 vt.攻击；袭击 vi.袭击；动武

225 attended 1 [ə'tendɪd]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26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27 banned 1 [bæn] v. 禁止；剥夺权利 n. 禁令；禁止

228 base 1 [beis] n.基础；底部；垒 adj.卑鄙的；低劣的 vt.以…作基础 n.(Base)人名；(日)马濑(姓)

229 bazaar 1 [bə'zɑ:] n.集市；市场；义卖市场

230 beaches 1 [biː tʃ] n. 海滩；海滨；沙滩 vt. 拖(船)上岸

231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232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233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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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biologist 1 [bai'ɔlədʒist] n.生物学家

236 bittersweet 1 ['bitəswi:t] adj.苦乐参半的；又苦又甜的 n.又苦又甜的东西；蜀羊泉

237 blood 1 [blʌd] n.血，血液；血统 vt.从…抽血；使先取得经验 n.(Blood)人名；(英、西)布拉德

238 boat 1 [bəut] n.小船；轮船 vi.划船

239 born 1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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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boulders 1 n. 岩石；大卵石（boulder的复数形式）

242 break 1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
晓；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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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Buddhist 1 ['budist] n.佛教徒 adj.佛教的

245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246 campaign 1 [kæm'pein] vi.作战；参加竞选；参加活动 n.运动；活动；战役

247 cared 1 英 [keə(r)] 美 [ker] v. 关心；担忧；照顾；喜爱；介意；倾向于；愿望；在乎 n. 小心；照料；忧虑；注意；护理

248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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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centuries 1 ['sentʃərɪz] n. 世纪 名词century的复数形式.

251 certificate 1 [sə'tifikeit] vt.发给证明书；以证书形式授权给…；用证书批准 n.证书；执照，文凭

252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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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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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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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charismatic 1 [,kæriz'mætik] adj.超凡魅力的；神赐能力的

257 comment 1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258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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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congress 1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
260 conservation 1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
261 conservators 1 n.保护者，（博物馆的）管理员，（公共福利的）监督官( conservator的名词复数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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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contained 1 [kən'teind] adj.泰然自若的，从容的；被控制的 v.包含；遏制（contain的过去分词）；容纳

264 contents 1 ['kɒntents] n. 内容；目录；内有的物品 名词conte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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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counteract 1 [,kauntə'rækt] vt.抵消；中和；阻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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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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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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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cousin 1 ['kʌzən] n.堂兄弟姊妹；表兄弟姊妹

271 cover 1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
272 cricket 1 ['krikit] n.板球，板球运动；蟋蟀

273 crossed 1 [krɔst] adj.交叉的；划掉的；十字形的 v.交叉；越过（cro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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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curious 1 ['kjuəriəs] adj.好奇的，有求知欲的；古怪的；爱挑剔的

276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277 cutouts 1 ['kʌtaʊts] n. 挖去部分

278 daily 1 ['deili] adj.日常的；每日的 n.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日常地；每日；天天 n.(Daily)人名；(英)戴利

279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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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282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283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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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desk 1 [desk] n.办公桌；服务台；编辑部；（美）讲道台；乐谱架 adj.书桌的；桌上用的；伏案做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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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destroy 1 [di'strɔi] vt.破坏；消灭；毁坏

288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
289 destruction 1 [di'strʌkʃən] n.破坏，毁灭；摧毁

290 detonated 1 ['detəneɪt] v. 使爆炸；使爆裂；爆炸；发爆炸声

291 diagnostics 1 [,daiəg'nɔstiks] n.诊断学（用作单数）

292 document 1 n.文件，公文；[计]文档；证件 vt.记录，记载

293 documents 1 英 ['dɒkjumənt] 美 ['dɑːkjumənt] n. 文件；公文；文档 vt. 记载；(用文件等)证明

294 dogs 1 n.狗（dog的复数）；瘦狗类 v.紧紧跟踪；追猎；紧随（dog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Dogs)人名；(德)多格斯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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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6 eart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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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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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edition 1 [i'diʃən] n.版本 版次 集

300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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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eliminated 1 [ɪ'lɪmɪneɪt] v. 除去；剔除；忽略；淘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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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emaciated 1 [i'meisieitid] adj.瘦弱的；憔悴的 v.憔悴；消瘦下去（emaciat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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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enacted 1 [ɪ'nækt] vt. 制定法律；扮演

306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307 energy 1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308 entangled 1 [ɪn'tæŋɡl] vt. 使 ... 纠缠； 使 ... 复杂； 卷入； 使 ... 混乱

309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
310 envelope 1 ['envələup] n.信封，封皮；包膜；[天]包层；包迹

311 envelopes 1 ['envələʊps] 包络线

312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313 establish 1 [i'stæbliʃ] vt.建立；创办；安置 vi.植物定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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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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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expanded 1 [ik'spendid] adj.扩充的；展开的 vt.扩大（expand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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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exposed 1 [ik'spəuzd] adj.暴露的，无掩蔽的 v.暴露，揭露（expose的过去分词）

319 extract 1 [ik'strækt, 'ekstrækt] vt.提取；取出；摘录；榨取 n.汁；摘录；榨出物；选粹

320 fat 1 [fæt] adj.肥的，胖的；油腻的；丰满的 n.脂肪，肥肉 vt.养肥；在…中加入脂肪 vi.长肥 n.(Fat)人名；(法、西、塞)法特；(东
南亚国家华语)发

321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322 Federal 1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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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finish 1 ['finiʃ] vt.完成；结束；用完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结束；完美；回味（葡萄酒）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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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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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fluid 1 ['flu(:)id] adj.流动的；流畅的；不固定的 n.流体；液体

328 folded 1 ['fəuldid] v.折叠；交叉合拢；失败垮台；把牲畜关在栏中（fo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折叠的；褶曲的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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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0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331 foot 1 [fut] n.脚；英尺；步调；末尾 vi.步行；跳舞；总计 vt.支付；给……换底 n.(Foot)人名；(英)富特

332 forage 1 ['fɔridʒ] n.饲料；草料；搜索 vi.搜寻粮草；搜寻

333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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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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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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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frame 1 [freim] n.框架；结构；[电影]画面 vt.设计；建造；陷害；使…适合 vi.有成功希望 adj.有木架的；有构架的 n.(Frame)人
名；(英)弗雷姆

339 fundamentalist 1 ['fʌndə'mentlist] n.基要主义者；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人 adj.基要主义的

340 gained 1 [geɪnd] adj.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41 game 1 [geim] n.游戏；比赛 adj.勇敢的 vi.赌博 n.(Game)人名；(英)盖姆；(法)加姆；(西)加梅

342 Genghis 1 n.根格斯（男子名）；成吉思鱼属

343 girls 1 ['ɡɜ lː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
344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345 glimpse 1 [glimps] n.一瞥，一看 vi.瞥见 vt.瞥见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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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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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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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349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350 grant 1 [grɑ:nt, grænt] vt.授予；允许；承认 vi.同意 n.拨款；[法]授予物 n.(Grant)人名；(瑞典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塞、德、意)
格兰特；(法)格朗

351 granted 1 conj.诚然 adv.的确 vt.grant的过去式

352 groun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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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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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hacked 1 [hækt] 生气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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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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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358 harm 1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
359 hello 1 [he'ləu, hə-] int.喂；哈罗 n.表示问候，惊奇或唤起注意时的用语 n.(Hello)人名；(法)埃洛

360 h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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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1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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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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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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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historical 1 [his'tɔrikəl] adj.历史的；史学的；基于史实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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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hotline 1 ['hɔtlain] n.热线；热线电话，咨询电话

368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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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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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imagine 1 vt.想象；猜想；臆断 vi.想象；猜想；想象起来

372 injured 1 ['indʒəd] adj.受伤的；受损害的

373 intended 1 [in'tendid] adj.故意的，有意的；打算中的 n.已订婚者 v.打算；准备（intend的过去分词）

374 intense 1 [in'tens] adj.强烈的；紧张的；非常的；热情的

375 interpretation 1 [in,tə:pri'teiʃən] n.解释；翻译；演出

376 intervene 1 [,intə'vi:n] vi.干涉；调停；插入

377 intricately 1 ['intrəkitli] adv.杂乱地

378 involvement 1 n.参与；牵连；包含；混乱；财政困难

379 Islamic 1 [iz'læmik] adj.穆斯林的；伊斯兰教的

380 iv 1 [,ai 'vi:] abbr.输入阀；交互式视讯；自变量（IndependentVariable） n.(Iv)人名；(柬)尤；(俄)伊夫

381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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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Khan 1 [kɑ:n] n.可汗（对最高统治者的尊称）；商队客店 n.(Khan)人名；(瑞典)卡恩；(老、柬)坎

3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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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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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landscap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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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language 1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388 last 1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持，够用；持久 vt.度过，拖过；使维持 adv.最后地；上次，最近；最后一点 n.(La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罗、瑞典)拉斯特

389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390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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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1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392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393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394 letter 1 ['letə] n.信；字母，文字；证书；文学，学问；字面意义 vt.写字母于 vi.写印刷体字母 n.(Letter)人名；(英)莱特

395 likenesses 1 n.相象( likeness的名词复数 ); 相似; 画像; 肖像

396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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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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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lived 1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
4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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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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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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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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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loss 1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
405 Louisiana 1 [lu:,i:zi'ænə] n.美国路易斯安那州

406 lovers 1 ['lʌvəz] n. 情侣；爱人 名词lover的复数形式.

407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408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409 make 1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410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411 mammal 1 ['mæməl] n.[脊椎]哺乳动物
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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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13 master 1 ['mɑ:stə, 'mæstə] vt.控制；精通；征服 n.硕士；主人；大师；教师 adj.主人的；主要的；熟练的 n.(Master)人名；(英)马斯
特

4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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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415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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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memories 1 ['memərɪz] n. 记忆 名词memory的复数形式.

418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419 minimum 1 ['miniməm] n.最小值；最低限度；最小化；最小量 adj.最小的；最低的

420 miserable 1 ['mizərəbl] adj.悲惨的；痛苦的；卑鄙的

421 monuments 1 n. 遗迹；纪念物；不朽的功业；有永久价值的作品（monument的复数形式）

422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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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
424 most 1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425 mountain 1 [ˈmauntin，ˈmaʊntən] n.山；山脉 n.(Mountain)人名；(英)芒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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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7 moves 1 [muːv] n.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.

428 movies 1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
429 mr 1 ['mistə(r)] abbr.先生（Mister）

4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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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1 museum 1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432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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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3 muslim 1 ['muzlim; 'mʌz-] n.穆斯林；穆罕默德信徒 adj.伊斯兰教的

434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435 m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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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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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7 mystery 1 [英 [ˈmɪstri] 美 [ˈmɪstəri]] n.秘密，谜；神秘，神秘的事物；推理小说，推理剧；常作mysteries秘技，秘诀

4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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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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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0 neat 1 [ni:t] adj.灵巧的；整洁的；优雅的；齐整的；未搀水的；平滑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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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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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3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4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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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obliterated 1 v.除去(oblit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 涂去 擦掉 彻底破坏或毁灭

446 occurs 1 [ə'kɜːz] 动词occur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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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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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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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0 oh 1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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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2 onlookers 1 ['ɒnlʊkəz] 围观群众

453 onl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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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4 package 1 ['pækidʒ] n.包，包裹；套装软件，[计]程序包 adj.一揽子的 vt.打包；将…包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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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6 party 1 n.政党，党派；聚会，派对；当事人[复数parties] vi.参加社交聚会[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]

457 Pashto 1 ['pʌʃtəu] adj.普什图语的 n.帕施图语

458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4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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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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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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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2 picked 1 ['pikid, pikt] adj.采摘的；精选的 v.挑选；采摘（pick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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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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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5 pneumonia 1 [nju:'məunjə] n.肺炎

466 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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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8 potentially 1 [pə'tenʃəli] adv.可能地，潜在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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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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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1 preparing 1 [prɪ'peərɪŋ] adj. 准备的；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.

472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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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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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5 prop 1 n.支柱，支撑物；支持者；道具；（橄榄球中的）支柱前锋 vt.支撑，支持，维持；使倚靠在某物上

476 province 1 ['prɔvins] n.省；领域；职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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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7 pups 1 [pʌp] n. 小狗；小海豹；小伙子

4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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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9 ray 1 n.射线；光线；【鱼类】鳐形目(Rajiformes)鱼 vt.放射；显出 vi.放射光线；浮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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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1 realized 1 ['riː əlaɪz] vt. 实现；了解；意识到；变卖

482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483 recreate 1 ['rekrieit, -kri:-] vi.娱乐；消遣 vt.再创造；使得到娱乐/消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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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5 refused 1 [rɪ'fjuːz] v. 拒绝 n. 垃圾；废物

486 regain 1 [ri'gein, ri:-] vt.恢复；重新获得；收回 vi.上涨 n.收复；取回

487 relative 1 ['relətiv] adj.相对的；有关系的；成比例的 n.亲戚；相关物；[语]关系词；亲缘植物

488 relentlessly 1 [ri'lentlisli] adv.残酷地，无情地

489 remember 1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
490 removing 1 [riː 'muːvɪŋ] n. 消除；排除；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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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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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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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republicans 1 n.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.

495 request 1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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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7 respond 1 [ri'spɔnd] vi.回答；作出反应；承担责任 vt.以…回答 n.应答；唱和

498 response 1 [ri'spɔns] n.响应；反应；回答

499 rest 1 [rest] vt.使休息，使轻松；把…寄托于 n.休息，静止；休息时间；剩余部分；支架 vi.休息；静止；依赖；安置 n.(Rest)人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
500 resting 1 ['restiŋ] adj.静止的；休眠的 v.休息（rest的ing形式）

501 revealed 1 [ri'vi:ld] v.透露（reveal的过去式）；显示

502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503 rocky 1 ['rɔki] adj.岩石的，多岩石的；坚如岩石的；摇晃的；头晕目眩的

504 rubble 1 ['rʌbl] n.碎石，碎砖；粗石堆

505 rulers 1 ['ru lːəz] 尺子

506 runs 1 [rʌnz] n.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；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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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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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9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510 scaffolding 1 ['skæfəldiŋ, -fəu-] n.脚手架；搭脚手架的材料

511 scanners 1 [s'kænəz] 窗帘

512 scene 1 [si:n] n.场面；情景；景象；事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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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4 sealed 1 [si:ld] adj.密封的；未知的 v.封闭；盖印（seal的过去分词）

515 seats 1 ['siː ts] n.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.

5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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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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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8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519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
520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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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1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522 settlements 1 ['setlmənts] 沉降量；定居点，殖民地（settlement的复数）

523 shattered 1 英 ['ʃætəd] 美 ['ʃætərd] adj. 疲惫不堪的；垮掉的；砸碎的 动词shat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24 shutdowns 1 n.关闭，倒闭( shutdown的名词复数 )

525 signature 1 ['signətʃə] n.署名；签名；信号

526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527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528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529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5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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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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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2 Stat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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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stimulate 1 ['stimjuleit] vt.刺激；鼓舞，激励 vi.起刺激作用；起促进作用

534 stimulus 1 ['stimjuləs] n.刺激；激励；刺激物

535 stood 1 [stud] v.站立（sta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36 stored 1 [stɔː d] adj. 存信息的；存储的 动词st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37 sto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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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8 stranding 1 [strændɪŋ] n. 搁浅；拧；合股；捻股 动词strand的现在分词形式.

539 strict 1 [strikt] adj.严格的；绝对的；精确的；详细的

540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541 supreme 1 [sju'pri:m, sə-] adj.最高的；至高的；最重要的 n.至高；霸权

542 surrounded 1 [sə'raʊndɪd] adj. 被 ... 环绕着的 动词surrou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

543 survive 1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
544 surviving 1 [sə'vaiviŋ] adj.继续存在的；未死的；依然健在的 v.生存（surviv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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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6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5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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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48 tank 1 [tæŋk] n.坦克；水槽；池塘 vt.把…贮放在柜内；打败 vi.乘坦克行进 n.(Tank)人名；(德、土、阿塞、土库、挪)汤克

549 tech 1 [tek] n.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.技术（technology）；技术员（technician） n.(Tech)人名；(柬)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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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1 terrorist 1 ['terərist] n.恐怖主义者，恐怖分子

552 terrorists 1 ['terərɪsts] n. 恐怖分子 名词terrorist的复数形式.

5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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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4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555 therapy 1 ['θerəpi] n.治疗，疗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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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7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558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5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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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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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1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562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563 train 1 [trein] n.火车；行列；长队；裙裾 v.培养；训练；瞄准 n.(Train)人名；(英)特雷恩；(法)特兰；(意)特拉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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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5 trie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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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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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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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7 trillion 1 ['triljən] n.[数]万亿 adj.万亿的 num.[数]万亿

568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69 trunk 1 [trʌŋk] n.树干；躯干；象鼻；汽车车尾的行李箱 vt.把…放入旅行箱内 adj.干线的；躯干的；箱子的 n.(Trunk)人名；
(德、匈、西)特伦克

5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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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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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2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573 turn 1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574 TV 1 ['ti:'vi:] abbr.电视（television）

575 twenty 1 ['twenti] n.二十；二十年代 num.二十 adj.二十的

576 underway 1 ['ʌndə'wei] adj.进行中的；起步的；航行中的 n.[公路]水底通道

577 underweight 1 [,ʌndə'weit] adj.重量不足的 n.重量不足；不符合要求的重量

578 unfold 1 [,ʌn'fəuld] vt.打开；呈现 vi.展开；显露

579 unfolding 1 英 [ʌn'fəʊldɪŋ] 美 [ʌn'foʊldɪŋ] n. 伸展；退褶合；演变 动词unfold的现在分词形式.

580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581 unpatented 1 ['ʌn'peɪtəntɪd] adj. 没有得到专利权的

582 unsettled 1 [,ʌn'setld] adj.未决定的；怀疑的；未处理的；不整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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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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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5 upside 1 n.优势，上面

5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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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7 valley 1 ['væli] n.山谷；流域；溪谷 n.(Valley)人名；(英)瓦利；(法)瓦莱

588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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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0 wage 1 [weidʒ] vi.进行；发动；从事 n.工资；代价；报偿 vt.进行；开展

591 war 1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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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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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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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5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5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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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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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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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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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0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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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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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3 wonder 1 [ˈwʌndə(r)] n.惊奇；奇迹；惊愕 vi.怀疑；想知道；惊讶 vt.怀疑；惊奇；对…感到惊讶 adj.奇妙的；非凡的 n.Wonder，
旺德（人名）

604 word 1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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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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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07 wound 1 [waund] n.创伤，伤口 vt.使受伤 vi.受伤，伤害

608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609 yesterday 1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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