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3-11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le 3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2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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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ting 1 ['æktiŋ] adj.代理的；装腔作势的 n.演技；演戏；假装

5 additional 2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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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ministration 7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8 adults 1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9 aesthetic 1 [i:s'θetik] adj.美的；美学的；审美的，具有审美趣味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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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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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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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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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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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larm 1 n.闹钟；警报，警告器；惊慌 vt.警告；使惊恐

17 albatross 1 ['ælbətrɔs] n.[鸟]信天翁；沉重负担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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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llowed 3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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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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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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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 America 2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25 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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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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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pply 1 [ə'plai] vt.申请；涂，敷；应用 vi.申请；涂，敷；适用；请求

29 approach 1 [ə'prəutʃ] n.方法；途径；接近 vt.接近；着手处理 vi.靠近

30 architect 1 ['ɑ:kitekt] n.建筑师 缔造者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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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ren 1 阿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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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rrested 4 [ə'restɪd] adj. 逮捕的 动词arr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5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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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37 aspects 1 ['æspekts] 方面；方位；外观；外貌（aspect的复数）

38 assembly 1 n.装配；集会，集合 n.汇编，编译

39 assistance 1 [ə'sistəns] n.援助，帮助；辅助设备

40 asylum 1 [ə'sailəm] n.庇护；收容所，救济院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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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 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43 authorities 1 [ɔː 'θɒrɪtɪs] n. 当局；官方 名词authority的复数形式.

44 authorized 1 ['ɔ:θəraizd] adj.经授权的；经认可的 v.授权；批准；辩护（authorize的过去分词）

45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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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bars 1 [bɑːz] n. 马齿龈 名词bar的复数形式.

48 be 17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9 beak 1 [bi:k] n.[鸟]鸟嘴；鹰钩鼻子；地方执法官；男教师 n.(Beak)人名；(英、西)比克

50 because 4 [bi'kɔz] conj.因为

51 beds 1 n.床上用品，床组（bed复数） vt.安置；为…提供床铺（bed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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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54 begging 1 v.乞讨，乞求；行乞（beg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乞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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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being 4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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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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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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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
62 biden 10 n. 拜登(姓氏)

63 b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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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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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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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birds 1 ['bɜːdz] n. 鸟，鸟类；禽（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）

67 border 20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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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Borders 1 n.鲍德斯（公司名，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）

69 breed 1 [bri:d] vi.繁殖；饲养；产生 vt.繁殖；饲养；养育，教育；引起 n.[生物]品种；种类，类型 n.(Breed)人名；(英)布里德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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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72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73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74 but 14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
75 by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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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caballero 1 [,kæbə'ljεərəu] n.骑手，骑师；（西班牙）绅士；（贵）妇人的护卫或陪伴 n.(Caballero)人名；(法)卡巴莱罗；(西)卡瓦
列罗

77 c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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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79 can 4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的）食品罐头

80 cardinal 1 n.红衣主教；枢机主教；鲜红色；【鸟类】(北美)主红雀 adj.主要的，基本的；深红色的

81 caring 1 ['kεəriŋ] adj.有同情心的；表示或感到关怀或关心的 v.关心；照顾（care的现在分词）

82 Carl 6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83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84 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
85 cbp 1 n. 通道缓冲器指针

86 CEO 1 abbr.首席执行官；执行总裁（chiefexecutiveofficer）

87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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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 challenge 2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
89 challenging 1 ['tʃælindʒiŋ] adj.挑战的；引起挑战性兴趣的 v.要求；质疑；反对；向…挑战；盘问（challenge的ing形式）

90 chamb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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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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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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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chic 1 [ʃi:k, ʃik] n.时髦；别致的款式 adj.别致的 n.(Chic)人名；(英)奇克

94 chick 1 [tʃik] n.小鸡；小鸟；少妇 adj.胆小的；懦弱的 n.(Chick)人名；(英)奇克

95 children 9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96 chris 2 [kris] n.克里斯（男子名）；克莉丝（女子名）

97 church 1 [tʃə:tʃ] n.教堂；礼拜；教派 adj.教会的；礼拜的 vt.领…到教堂接受宗教仪式 n.(Church)人名；(英)丘奇

98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99 cleaning 1 ['kli:niŋ] n.清洗；清除；去污；大败 v.清洁（clean的ing形式）

100 cnn 11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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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coming 2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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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commerce 1 n.贸易；商业；商务

105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106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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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comprised 1 [kəmp'raɪzd] adj. 包含的 动词compri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9 concept 1 ['kɔnsept] n.观念，概念

110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111 congress 2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
112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113 considerably 1 [kən'sidərəbli] adv.相当地；非常地

114 construction 2 [kən'strʌkʃən] n.建设；建筑物；解释；造句

115 contributor 2 [kən'tribjutə] n.贡献者；投稿者；捐助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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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conveyed 2 [kən'veɪ] vt. 表达；传达；运输；转移

118 coolest 1 ['ku lːɪst] adj. 棒的；最酷的 形容词cool的最高级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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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corner 1 ['kɔ:nə] n.角落，拐角处；地区，偏僻处；困境，窘境 vi.囤积；相交成角 vt.垄断；迫至一隅；使陷入绝境；把…难住 n.
(Corner)人名；(法)科尔内；(英)科纳

121 corona 4 [kə'rəunə] n.[物]电晕；日冕；冠状物 n.(Corona)人名；(罗、葡、西、意、英)科罗纳，科罗娜(女名)

122 corporation 1 n.公司；法人（团体）；社团；市政当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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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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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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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countries 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27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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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court 1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(法)库尔

129 covers 1 英 ['kʌvə(r)] 美 ['kʌvər] n. 封面；盖子；套子；表面 v. 覆盖；涉及；包含；掩护；给…保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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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cream 1 [kri:m] n.奶油，乳脂；精华；面霜；乳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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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 crews 1 [kru ]ː n. 全体船员；全体乘务员；(一组)工作人员；划艇队员 v. 当船员；当机务人员

133 crisis 4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134 criticized 2 ['krɪtɪsaɪz] v. 批评；挑剔；评论；非难；吹毛求疵

135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36 cros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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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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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cruise 1 [kru:z] vi.巡航，巡游；漫游 vt.巡航，巡游；漫游 n.巡航，巡游；乘船游览 n.(Cruise)人名；(德)克鲁伊泽；(英)克鲁斯

139 custody 1 ['kʌstədi] n.保管；监护；拘留；抚养权

140 customs 1 ['kʌstəmz] n.海关；风俗（custom的复数）；习惯；关税

141 Dallas 1 ['dæləs] n.达拉斯（美国城市）

142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143 dat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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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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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declared 1 [di'klεəd] adj.公然的；公开宣布的

146 defying 1 [dɪ'faɪ] vt. 藐视；挑衅；反抗

147 democrat 2 ['deməkræt] n.民主党人；民主主义者；民主政体论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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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describe 1 [di'skraib] vt.描述，形容；描绘

150 design 1 [di'zain] vt.设计；计划；构思 n.设计；图案 vi.设计

151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152 desperation 1 [despə'reiʃən] n.绝望的境地；不顾一切拼命

153 destination 1 [,desti'neiʃən] n.目的地，终点

1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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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determined 1 [di'tə:mind] adj.决定了的；坚决的 v.决定；断定（determine的过去分词）

156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157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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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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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disease 3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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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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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5 donald 2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166 donna 1 ['dɔnə, 'dɔ:nnɑ:] n.堂娜（女子名）；（意）女士（置于女士名字前的尊称，相当于Madam）

167 door 2 [dɔ:] n.门；家，户；门口；通道 n.(Door)人名；(英)多尔

168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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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dried 1 [draid] adj.干燥的；弄干了的 v.使干（原形是dry）

171 driving 1 ['draiviŋ] adj.强劲的；推进的；精力旺盛的 n.驾驶；操纵 v.驾驶（drive的ing形式）

172 earth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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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ease 1 [i:z] vt.减轻，缓和；使安心 n.轻松，舒适；安逸，悠闲 vi.减轻，缓和；放松；灵活地移动

174 easier 1 [英 ['i:zɪə] 美 ['i:zɪr]] adj.更简单；容易些（easy的比较级形式）；较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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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176 economies 1 [ɪ'kɒnəmɪz] 节约；经济（名词economy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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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ed 2 [ed] abbr.Edmund，Edward，Edwin等的昵称

179 edge 1 [edʒ] n.边缘；优势；刀刃；锋利 vt.使锐利；将…开刃；给…加上边 vi.缓缓移动；侧着移动 n.(Edge)人名；(英)埃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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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Egypt 1 ['i:dʒipt] n.埃及（非洲国家）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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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elevator 1 ['eliveitə] n.电梯；升降机；升降舵；起卸机

184 embarrassed 1 [im'bærəst] adj.尴尬的；窘迫的 v.使...困窘；使...局促不安（embarrass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185 emergency 2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186 encountered 1 [ɪn'kaʊntəd] adj. 遇到的；遭遇的 动词encou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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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endless 1 ['endlis] adj.无止境的；连续的；环状的；漫无目的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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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enough 3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191 enter 1 ['entə] vt.进入；开始；参加 vi.参加，登场；进去 n.[计]输入；回车 n.(Enter)人名；(英)恩特

192 estimate 1 ['estimeit] vi.估计，估价 n.估计，估价；判断，看法 vt.估计，估量；判断，评价

193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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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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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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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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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expected 2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199 expensive 1 [ik'spensiv] adj.昂贵的；花钱的

200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201 face 1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202 facilities 2 [fə'sɪlɪtɪz] n. 设施；设备；工具 名词facility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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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205 families 2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206 fast 3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207 favor 1 vt.较喜欢；像；优惠，偏袒；有利于；赐予；证实 n.帮助；赞同；偏爱，喜爱

208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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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211 field 1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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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find 3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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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f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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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flight 1 [flait] n.飞行；班机；逃走 vt.射击；使惊飞 vi.迁徙 n.(Flight)人名；(英)弗莱特

217 floating 1 ['fləutiŋ] adj.流动的；漂浮的，浮动的 v.漂浮（float的现在分词）

218 focusing 1 英 ['fəʊkəsɪŋ] 美 ['foʊkəsɪŋ] n. 聚焦；调焦 动词focus的现在分词形式.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219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220 for 2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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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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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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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fowl 1 [faul] n.家禽；鸟；飞禽 vi.打鸟；捕野禽

225 freeze 1 [fri:z] vi.冻结；冷冻；僵硬 vt.使…冻住；使…结冰 n.冻结；凝固 n.(Freeze)人名；(英)弗里兹

226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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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front 1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
229 fund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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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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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furthest 1 ['fə:ðist] adv.最远地；最大程度地（far的一种最高级） adj.最远的；最遥远的（far的一种最高级）

232 future 3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233 futuristic 1 [,fju:tʃə'ristik] adj.未来派的；未来主义的

234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35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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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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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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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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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241 governments 2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242 graceful 1 ['greisful] adj.优雅的；优美的

243 grappling 1 ['græpliŋ] n.擒拿；探线；锚定 v.抓钩；扭打；握牢（grapple的ing形式）

244 gravity 1 ['græviti] n.重力，地心引力；严重性；庄严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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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246 guar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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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guests 1 [ɡest] n. 客人；宾客；特别来宾；[动植物]寄生生物 v. 做特邀嘉宾；做特约演员；客串；招待；做客

248 Guinness 1 ['ginis] n.吉尼斯黑啤酒（英国产强性黑啤酒的一种）

249 guys 1 [ɡaɪ] n. 家伙；(男)人 n. 拉索；牵索 vt. 嘲笑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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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1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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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has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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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hatch 1 [hætʃ] n.孵化；舱口 vt.孵；策划 vi.孵化 n.(Hatch)人名；(西)阿奇；(英)哈奇

255 hav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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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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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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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health 3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259 heavy 1 adj.沉重的；繁重的，巨大的；拥挤的；阴沉的 n.重物；严肃角色 adv.大量地；笨重地

260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261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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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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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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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3 here 5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264 hey 1 [hei] int.喂！（引起注意等）；你好！（表示问候） n.干草（等于hay） n.(Hey)人名；(法)埃；(柬)海；(德、英)海伊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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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267 his 4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68 h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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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holder 1 ['həuldə] n.持有人；所有人；固定器；（台、架等）支持物 n.(Holder)人名；(英、罗、瑞典、德)霍尔德

270 h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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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homeland 1 ['həumlænd] n.祖国；故乡

272 Honduras 2 [hɔn'djuərəs] n.洪都拉斯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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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hopes 2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275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76 hotel 12 [həu'tel] n.旅馆，饭店；客栈 vt.使…在饭店下榻 vi.进行旅馆式办公 n.(Hotel)人名；(法)奥泰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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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hou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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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households 1 ['haʊshəʊldz] 农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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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humanitarian 1 [hju:,mæni'tεəriən] adj.人道主义的；博爱的；基督凡人论的 n.人道主义者；慈善家；博爱主义者；基督凡人论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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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284 husband 1 ['hʌzbənd] vt.节约地使用（或管理） n.丈夫 n.(Husband)人名；(英)赫斯本德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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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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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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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illegally 1 [i'li:gəli] adv.非法地

289 immediately 1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
290 immigrants 1 ['ɪmɪɡrənts] n. 移民；他国移入的动植物 名词immigrant的复数形式.

291 immigration 4 [,imi'greiʃən] n.外来移民；移居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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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3 in 3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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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4 inaugurated 1 [ɪ'nɔː ɡjəreɪt] v. 举行就职典礼；举行仪式；开始；开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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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increa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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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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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
299 incredible 1 adj.难以置信的，惊人的；极好的

300 India 1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301 insist 1 [in'sist] vt.坚持，强调 vi.坚持，强调

302 inspired 1 [in'spaiəd] adj.有灵感的；官方授意的 v.激发（inspire的过去分词）；鼓舞

303 interact 1 [,intə'rækt] vt.互相影响；互相作用 vi.互相影响；互相作用 n.幕间剧；幕间休息

304 interior 1 [in'tiəriə] n.内部；本质 adj.内部的；国内的；本质的

305 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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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is 2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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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7 isn 2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
308 it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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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Italy 1 ['itəli] n.意大利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
310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311 James 2 [dʒeimz] n.詹姆斯（姓氏，男子名）；《雅各书》

312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313 japan 2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314 jobs 2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315 Joe 2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316 Jose 2 n.约瑟（人名）

317 jump 1 [dʒʌmp] n.跳跃；暴涨；惊跳 vt.跳跃；使跳跃；跳过；突升 vi.跳跃；暴涨；猛增 n.(Jump)人名；(英)江普

318 just 5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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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kid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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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322 labeled 1 ['leɪbld] adj. 有标签的 动词lab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23 labels 1 ['leɪbəlz] n. 标签 名词label的复数形式.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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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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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landings 1 ['lændɪŋz] 出煤量

327 Las 1 [læs] abbr.阿拉伯国家联盟（LeagueofArabStates）；大气科学实验室（LaboratoryofAtmosphericSciences）；光敏开关
（LightActivatedSwitch）

328 las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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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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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lavandera 4 拉万德拉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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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least 2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333 lef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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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4 legislation 1 [,ledʒis'leiʃən] n.立法；法律

335 levels 2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336 lift 1 [lift] vt.举起；提升；鼓舞；空运；抄袭 vi.消散；升起；耸立 n.电梯；举起；起重机；搭车

337 lik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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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limit 2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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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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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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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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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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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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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346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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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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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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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9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350 ma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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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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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ma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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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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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Mars 1 [mɑ:z] n.战神；[天]火星

356 massive 1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
357 may 3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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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mean 1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
360 meaning 1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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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362 met 1 [met] v.遇见（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et)人名；(瑞典)梅特

363 Mexico 3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364 might 3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365 migrants 9 ['maɪɡrənts] 移民

366 migration 2 [mai'greiʃən] n.迁移；移民；移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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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modules 1 ['mɒdʒʊlz] n. 模块 名词module的复数形式.

369 money 3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370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371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72 moon 1 [mu:n] n.月亮；月球；月光；卫星 vi.闲荡；出神 vt.虚度 n.(Moon)人名；(瑞典)莫恩；(柬)蒙；(英)穆恩；(缅)孟

373 mor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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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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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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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moving 2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377 muc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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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multiple 1 ['mʌltipl] adj.多重的；多样的；许多的 n.倍数；[电]并联

3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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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na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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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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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383 need 3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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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386 nest 2 [nest] n.巢，窝；安乐窝；温床 vt.筑巢；嵌套 vi.筑巢；找鸟巢 n.(Nest)人名；(德)内丝特；(英)内丝特(女子教名Agnes威尔
士语的昵称)

387 Nevada 1 [ni'vædə; -'vɑ:-] n.内华达（美国州名）

388 new 5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389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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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1 nightly 1 ['naitli] adj.夜间的；每夜的 adv.每夜

392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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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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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3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394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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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numb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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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objective 1 [əb'dʒektiv, ɔb-] adj.客观的；目标的；宾格的 n.目的；目标；[光]物镜；宾格

398 objects 1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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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of 3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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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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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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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officials 6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405 oh 1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
406 OK 1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j.好的；不错的 adv.行；很好 int.好；可以 vt.对…表示同意 n.同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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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oldest 2 ['əuldist] adj.最老的（old的最高级）；最旧的

409 On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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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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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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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opened 2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
413 opportunities 1 [ˌɒpə'tjuːnɪtɪs] npl. opportunity的复数形式，机会，时机

4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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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orbital 1 ['ɔ:bitəl] adj.轨道的；眼窝的

416 orbiting 1 ['ɔː bɪtɪŋ] n. 轨道运行；旋转运动；转圈 动词orbit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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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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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420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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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outbreak 1 ['autbreik, ,aut'breik] n.（战争的）爆发；（疾病的）发作 vi.爆发

422 outer 1 ['autə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远离中心的 n.环外命中

4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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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overcrowded 1 [,əuvə'kraudid] adj.过度拥挤的 v.拥挤（overcrowd的过去分词）

425 overview 1 ['əuvəvju:] n.[图情]综述；概观

426 package 2 ['pækidʒ] n.包，包裹；套装软件，[计]程序包 adj.一揽子的 vt.打包；将…包装

427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428 pandemic 5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429 parrot 1 ['pærət] n.鹦鹉；学舌者，应声虫；机械模仿别人的人 vt.机械地模仿 n.(Parrot)人名；(英、俄、葡)帕罗特；(法)帕罗

4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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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1 partisan 1 [,pɑ:ti'zæn] adj.党派的；效忠的；偏袒的；盲目推崇的 n.游击队；虔诚信徒；党羽

4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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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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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passes 1 ['paː sɪz] n. 途径；通行 名词pass的复数形式.

435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436 patrol 1 [pə'trəul] n.巡逻；巡逻队；侦察队 vt.巡逻；巡查 vi.巡逻；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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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7 payments 1 ['peɪmənts] 支付

438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439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440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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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percentage 1 [pə'sentidʒ] n.百分比；百分率，百分数

442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443 pH 4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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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planet 1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
446 plans 3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447 planted 1 [plaː ntɪd] adj. 种植的 动词plant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.

448 pool 1 [pu:l] n.联营；撞球；水塘；共同资金 vi.联营，合伙经营 vt.合伙经营 n.(Pool)人名；(英、西)普尔；(芬、德)波尔

4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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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0 Powell 2 ['pəuəl] n.鲍威尔（英国物理学家）

451 present 1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
452 president 8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453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454 pressures 1 英 ['preʃə(r)] 美 ['preʃər] n. 压强；压力；压迫 v. 施压

455 pretty 1 adj.漂亮的；可爱的；优美的 adv.相当地；颇 n.有吸引力的事物（尤指饰品）；漂亮的人 n.Pretty，普雷蒂（人名）

456 price 1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
457 primetime 1 adj. 黄金时间的

458 priority 1 [prai'ɔrəti] n.优先；优先权；[数]优先次序；优先考虑的事

459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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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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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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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processing 1 n. 进程；步骤；数据处理；整理；配制

464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465 promised 1 英 ['prɒmɪs] 美 ['prɑːmɪs] n. 诺言；预示；约定；(有)希望 v. 允诺；发誓；答应；有希望

466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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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8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469 public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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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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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1 rd 1 abbr. (DOS命令) 删除空的子目录(=remove directory) abbr. 注册营养师(=Registered Dietitian) abbr. 乡村投递（=rural delivery）

472 re 6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473 reaching 1 [riː tʃ] v. 到达；伸出；达成；取得联系；延伸；（伸手）去够 n. 范围；影响力；河段；等级

474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475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476 record 2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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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8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479 related 2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480 rely 1 [ri'lai] vi.依靠；信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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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1 renderings 1 n.（戏剧或乐曲的）演奏( rendering的名词复数 ); 扮演; 表演; 翻译作品

482 republicans 2 n.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.

483 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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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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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6 restaurants 1 餐馆

487 reviewed 2 [rɪ'vju ]ː n. 复习；回顾；检讨；评审 vt. 检阅；评论；温习；检讨 vi. 写评论

488 r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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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9 room 2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490 rotating 1 [rəʊ'teɪtɪŋ] adj. 旋转的 动词rotate的现在分词.

491 roughly 1 ['rʌfli] adv.粗糙地；概略地

492 royal 1 ['rɔiəl] adj.皇家的；盛大的；女王的；高贵的；第一流的 n.王室；王室成员

493 rul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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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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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5 said 1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
拉伯)赛义德

496 same 2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497 sandra 2 ['sændrə; ,sɔn-] n.桑德拉（女子名）

498 Saturday 1 ['sætədi; -dei] n.星期六

499 save 1 vt.节省；保存；储蓄；解救 vi.节省；挽救 prep.除...之外 n.救援 n.(Save)人名；(法)萨夫；(意、保、西、罗、塞、瑞典)
萨薇(女名)，萨韦

500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5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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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2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503 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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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5 schools 1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506 scrambling 1 ['skræmbliŋ] n.不规则性；加扰；混乱；攀登 v.争夺；攀登；仓促地做；混杂（scramble的ing形式）

5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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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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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9 see 1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510 seek 1 [si:k] vt.寻求；寻找；探索；搜索 vi.寻找；探索；搜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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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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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3 serve 1 [sə:v] vt.招待，供应；为…服务；对…有用；可作…用 vi.服役，服务；适合，足够；发球；招待，侍候 n.发球，轮到发
球 n.(Serve)人名；(法)塞尔夫

514 set 2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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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6 shafts 1 n.[机]轴，杆；[矿业]竖井（shaft的复数） v.装杆；发出；欺骗；用篙撑船（shaft的三单形式）

5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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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18 shelter 1 ['ʃeltə] n.庇护；避难所；遮盖物 vt.保护；使掩蔽 vi.躲避，避难 n.(Shelter)人名；(英)谢尔特

519 ship 1 [ʃip] vt.运送，乘船；以船运送 vi.上船；乘船旅行；当船员 n.船；舰；太空船 n.(Ship)人名；(中)摄(广东话·威妥玛)

520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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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1 showers 1 英 ['ʃaʊə(r)] 美 ['ʃaʊər] n. 淋浴；阵雨；送礼会；(大量)涌泻 v. 冲(淋浴)；下(阵雨)；倾注

522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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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4 signed 1 [saind] adj.有符号的；已签字的；有正负之分的 v.署名；写下；预示；示意（sign的过去分词）

525 significantly 1 adv.显著地；相当数量地

5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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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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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8 sit 1 [sit] vi.坐；位于 vt.使就座 n.(Si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硕；(罗)西特

529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5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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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1 situation 4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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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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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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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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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6 soar 1 [sɔ:] vi.高飞；高耸；往上飞舞 n.高飞；高涨 n.(Soar)人名；(英、葡)索尔

537 some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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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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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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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0 southern 2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541 space 9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542 spark 1 [spɑ:k] n.火花；朝气；闪光 vt.发动；鼓舞；求婚 vi.闪烁；发火花；求婚 n.(Spark)人名；(俄)斯帕克

543 specifically 1 [spi'sifikəli] adv.特别地；明确地

544 speech 1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
545 spending 2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546 spent 2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
547 spread 2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5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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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9 state 1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5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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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1 station 1 n.车站；驻地；地位；身份 vt.配置；安置；驻扎

552 stations 1 ['steɪʃn] n. 站；火车站；电视台；社会地位；牧羊场；驻地；岗位 v. 驻扎；安置

553 stay 4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554 st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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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5 stimulus 3 ['stimjuləs] n.刺激；激励；刺激物

556 stork 1 [stɔ:k] n.[鸟]鹳 n.(Stork)人名；(英、西、芬、瑞典)斯托克；(德)施托克

557 story 2 ['stɔ:ri] n.故事；小说；新闻报道；来历；假话 vt.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.说谎 n.(Story)人名；(英)斯托里

558 strain 1 n.张力；拉紧；负担；扭伤；血缘 vi.拉紧；尽力 vt.拉紧；滥用；滤去；竭力 n.(Strain)人名；(英)斯特兰 n.（植物、动
物的）品种；种类

559 strengthen 1 ['streŋθən, 'streŋkθən] vt.加强；巩固 vi.变强；变坚挺

560 subscribed 1 [səb'skraɪb] vt. 订阅；签名；支持；捐赠；同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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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2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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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3 suite 1 [swi:t] n.（一套）家具；套房；组曲；（一批）随员，随从

564 suites 1 n. 套房；组曲；餐厅套件；程序组（suite的复数）

565 surge 2 n.汹涌；大浪，波涛；汹涌澎湃；巨涌 v.汹涌；起大浪，蜂拥而来

566 suspended 1 [sə'spendid] adj.悬浮的；暂停的，缓期的（宣判）

5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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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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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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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70 tape 4 [teip] n.胶带；磁带；带子；卷尺 vt.录音；用带子捆扎；用胶布把…封住 vi.用磁带录音 n.(Ta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571 team 2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572 tells 2 [tel] v. 告诉；吩咐；讲述；表达；辨别；判断；泄露；告发；产生效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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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4 Tennessee 1 [,teni'si:] n.田纳西州（美国州名）

575 tent 1 [tent] n.帐篷；住处；帷幕 vt.用帐篷遮盖；使在帐篷里住宿 vi.住帐蓬；暂时居住 n.(Tent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滕特

576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577 tha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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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8 that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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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9 the 12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80 their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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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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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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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3 there 5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84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85 they 1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86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5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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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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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9 though 2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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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1 thrush 1 [θrʌʃ] n.画眉；[口腔]鹅口疮；蹄叉腐疽 n.(Thrush)人名；(英)思拉什

592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593 time 2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594 to 6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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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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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6 Tokyo 1 ['təukjəu; -kiəu; 'tɔ:kjɔ:] n.东京（日本首都）

597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598 tomorrow 2 [tə'mɔrəu, -'mɔ:-] n.明天；未来 adv.明天；未来地（等于to-morrow）

599 tonight 1 [tə'nait] adv.在今晚 n.今晚

600 too 4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601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602 touching 1 ['tʌtʃiŋ] adj.动人的，令人同情的 prep.至于，关于 v.接触；感动（touch的ing形式）

603 tourism 1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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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5 traditional 1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606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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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7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
608 travel 2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609 traveling 1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
610 trillion 3 ['triljən] n.[数]万亿 adj.万亿的 num.[数]万亿

611 trips 1 [trɪp] n. 旅行；摔倒；差错；轻快的步伐 vt. 使跌倒；使失败；使犯错；起锚；竖帆 vi. 绊倒；旅行；轻快地走；失误；
结巴

612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613 trump 3 [trʌmp] n.王牌；法宝；喇叭 vt.胜过；打出王牌赢 vi.出王牌；吹喇叭 n.(Trump)人名；(英)特朗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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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5 try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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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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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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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8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
619 twofold 1 ['tu:fəuld] adj.双重的；两倍的 adv.双重地；两倍地

620 unaccompanied 1 [,ʌnə'kɔmpənid] adj.无伴奏的；无伴侣的；无伴随的

621 under 2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622 unidentified 3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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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4 unprepared 2 英 [ˌʌnprɪ'peəd] 美 [ˌʌnprɪ'perd] adj. 无准备的；还没有准备好的；即席的

625 untranslated 1 [ʌntræns'leɪtɪd] n. 非翻译

626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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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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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8 us 3 pron.我们

629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630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
631 various 1 ['vεəriəs] adj.各种各样的；多方面的

632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633 Vegas 1 [veigəs] n.维加斯

6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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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5 via 1 prep.渠道，通过；经由

6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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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7 views 1 [v'juːz] n. 见解 名词view的复数形式.

638 violence 1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639 virtual 1 adj.[计]虚拟的；实质上的，事实上的（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）

640 virus 4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641 voted 4 英 [vəʊt] 美 [voʊt] n. 选举权；投票；选举；投票结果 v. 表决；选举；投票

642 voyager 1 ['vɔiidʒə] n.航海者，航行者

643 wait 1 [weit] vt.等候；推迟；延缓 vi.等待；耽搁；伺候用餐 n.等待；等候 n.(Wai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特

644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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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5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646 warm 1 [wɔ:m] adj.温暖的；热情的 vi.同情；激动；变温暖 vt.使…兴奋；使…温暖；使…感兴趣 n.取暖；加热 n.(Warm)人名；
(英)沃姆；(德)瓦姆

647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6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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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9 w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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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0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651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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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52 weightless 1 ['weitlis] adj.失重的；无重量的

653 weightlessness 1 ['weitlisnis] n.失重；无重状态

6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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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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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6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657 we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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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8 wha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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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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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0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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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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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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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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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4 who 7 pron.谁；什么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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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6 will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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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7 windows 1 ['windəuz] n.微软公司生产的“视窗”操作系统

668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669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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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71 world 7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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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3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674 year 6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675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676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6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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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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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9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680 Zealand 1 ['zi:lənd] n.西兰岛（丹麦最大的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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