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3-15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domen 1 [æb'dəumen, 'æbdəmen] n.腹部；下腹；腹腔

2 ability 2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3 ab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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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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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ccident 2 ['æksidənt] n.事故；意外；[法]意外事件；机遇

6 accountability 1 [ə,kauntə'biləti] n.有义务；有责任；可说明性

7 achieve 1 vt.取得；获得；实现；成功 vi.达到预期的目的，实现预期的结果，如愿以偿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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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ctually 2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10 adaptive 1 [ə'dæptiv] adj.适应的，适合的

11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12 adversity 2 [əd'və:səti] n.逆境；不幸；灾难；灾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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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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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irports 1 ['eəpɔː ts] 机场

16 all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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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llow 2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
18 allowing 2 [ə'laʊ] vt. 允许；让某人得到；留出；同意（法律） vi. (for)考虑到；允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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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ltercation 1 [,ɔ:ltə'keiʃən] n.争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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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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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nd 2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5 another 1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26 anticipated 1 [æn'tɪsɪpeɪtɪd] adj. 预期的；预先的

27 anything 2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28 anyway 1 ['eniwei] adv.无论如何，不管怎样；总之

29 anywhere 1 ['enihwεə] adv.在任何地方；无论何处 n.任何地方

30 are 8 [强ɑ:, 弱ə] v.是（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） n.公亩 n.(Are)人名；(意、西、芬)阿雷

31 Arkansas 1 ['ɑ:kənsɔ:] n.（美国）阿肯色州

32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33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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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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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 athlete 2 ['æθli:t] n.运动员，体育家；身强力壮的人

36 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
37 award 1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38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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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ack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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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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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beaches 1 [biː tʃ] n. 海滩；海滨；沙滩 vt. 拖(船)上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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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44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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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47 bed 1 [bed] n.床；基础；河底，海底 vt.使睡觉；安置，嵌入；栽种 vi.上床；分层

48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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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begin 1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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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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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ben 1 [ben] n.本（男子名）；（苏格兰）内室

54 bett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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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blowing 1 ['bləuiŋ] n.吹制；吹气法 v.吹；鼓风（blow的现在分词）；充气

56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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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bounty 1 ['baunti] n.慷慨；丰富；奖励金；赠款 vt.发给…奖金等；为…而发给赏金 vi.以赏金等形式发放

59 brea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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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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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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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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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alled 2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64 came 2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65 can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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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anceled 1 ['kænsl] v. 取消；作废；注销；抵消；删除 n. 取消；删除

67 car 4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68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69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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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catching 1 ['kætʃiŋ] adj.传染性的；有魅力的 v.抓住（catch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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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74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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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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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chipped 1 [t'ʃɪpt] adj. 切片的；碎裂的 动词chi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78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
79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80 city 4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81 classes 1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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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84 colleges 2 ['kɒlɪdʒɪz] 高校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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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comes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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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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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community 2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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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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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continued 1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
93 control 3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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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cord 2 [kɔ:d] n.绳索；束缚 vt.用绳子捆绑 n.(Cord)人名；(法)科尔；(英)科德

96 coronavirus 3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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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courage 1 ['kʌridʒ] n.勇气；胆量 n.(Courage)人名；(英)卡里奇；(法)库拉热

99 cours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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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covid 3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01 crazy 1 ['kreizi] adj.疯狂的；狂热的，着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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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crest 1 [krest] n.[物]波峰；冠；山顶；顶饰 vi.到达绝顶；形成浪峰 n.(Crest)人名；(法)克雷

104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05 crosstalk 1 英 ['krɒstɔː k] 美 ['krɔː stɔː k] n. [电子]串话干扰；交调失真；顶嘴；相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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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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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dangerously 1 ['deindʒərəsli] adv.危险地；不安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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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daughter 1 ['dɔ:tə] n.女儿；[遗][农学]子代 adj.女儿的；子代的

111 Davis 1 ['deivis] n.戴维斯（男子名）

112 day 2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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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decrease 1 [di'kri:s, 'di:-, 'di:kri:s, di'k-] n.减少，减小；减少量 vi.减少，减小 vt.减少，减小

115 deeper 1 ['diː pə] adj. 更深 形容词deep的比较级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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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denial 1 [di'naiəl] n.否认；拒绝；节制；背弃

118 depression 2 n.沮丧；忧愁；抑郁症；洼地；不景气；低气压区

119 depth 1 [depθ] n.[海洋]深度；深奥

120 destined 1 ['destind] adj.注定的；命定的；去往…的 v.注定（dest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21 determination 1 n.决心；果断；测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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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dietitian 1 [,daiə'tiʃən] n.（美）营养学家；饮食学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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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directors 1 [dɪ'rektəz] 董事

126 disabilities 3 [ˌdɪsə'bɪləti] n. 无力；无能；残疾；不利条件

127 disabled 1 [dis'eibld] adj.残废的，有缺陷的 v.使…失去能力（disable的过去分词）

128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129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
130 do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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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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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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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3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34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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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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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doors 1 [dɔ:z] n.大门；入口；通道（door的复数）

138 d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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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drinking 1 ['driŋkiŋ] n.喝，饮；喝酒 v.饮（drink的ing形式）；喝

140 dune 1 [dju:n] n.（由风吹积而成的）沙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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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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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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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empathy 1 n.神入；移情作用；执着 n.感同身受；同感；共鸣

146 e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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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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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149 enrolled 1 [en'rəʊld] adj. 登记的 动词enroll的过去式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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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entrepreneur 1 [,ɔntrəprə'nə:] n.企业家；承包人；主办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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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era 2 ['iərə, 'εərə] n.时代；年代；纪元 n.(Era)人名；(意、芬、印)埃拉

154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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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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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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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159 experiencing 1 [ɪk'spɪərənsɪŋ] n. 体验；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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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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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fan 2 [fæn] vt.煽动；刺激；吹拂 vi.成扇形散开；飘动 n.迷；风扇；爱好者 n.(Fan)人名；(法、俄)法恩；(柬)方

163 fans 2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
164 father 1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
165 feet 2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
166 fell 1 [fel] adj.凶猛的；毁灭性的 vt.砍伐；打倒；击倒 n.[林]一季所伐的木材；折缝；兽皮 v.掉下；摔倒；下垂；变坏（fall的过
去式） n.(Fe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费尔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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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film 1 [film] n.电影；薄膜；胶卷；轻烟 vt.在…上覆以薄膜；把…拍成电影 vi.摄制电影；生薄膜；变得朦胧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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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171 fitness 2 ['fitnis] n.健康；适当；适合性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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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174 focus 1 ['fəukəs] n.焦点；中心；清晰；焦距 vt.使集中；使聚焦 vi.集中；聚焦；调节焦距 n.(Focus)人名；(瑞典)福库斯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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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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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forever 1 [fə'revə] adv.永远；不断地；常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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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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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founded 1 [faʊnd] v. 建立；创立；创办；熔铸；找到，发现（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0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181 friend 1 [frend] n.朋友；助手；赞助者 n.(Friend)人名；(英)弗兰德

182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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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garage 1 n.车库；汽车修理厂；飞机库 vt.把……送入车库；把（汽车）开进车库 n.（阿拉伯）贾拉杰（人名）

185 generated 1 [d'ʒenəreɪtɪd] adj. 生成的 动词gen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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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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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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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191 glitter 1 ['glitə] vi.闪光；闪烁 n.闪光；灿烂

192 go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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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3 goal 2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194 go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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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gold 1 [gəuld] n.金，黄金；金色；金币 adj.金的，金制的；金色的 n.(Go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、罗、捷、瑞典)戈尔德

196 good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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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go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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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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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grief 1 [gri:f] n.悲痛；忧伤；不幸

200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201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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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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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gym 2 [dʒim] n.健身房；体育；体育馆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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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6 Hamilton 6 ['hæmiltən] n.汉密尔顿（男子名）；哈密尔顿（美国城市名）

207 handicapped 1 ['hændikæpt] adj.残废的；有生理缺陷的 n.残疾人；缺陷者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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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hav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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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having 2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211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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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heal 1 [hi:l] vt.治愈，痊愈；和解 vi.痊愈 n.(Heal)人名；(英)希尔

213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214 healthy 1 ['helθi] adj.健康的，健全的；有益于健康的

215 hel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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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here 4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217 hero 3 ['hiərəu] n.英雄；男主角，男主人公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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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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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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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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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2 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23 hole 1 [həul] n.洞，孔；洞穴，穴；突破口 vi.凿洞，穿孔；（高尔夫球等）进洞 vt.凿洞 n.(Hole)人名；(瑞典、挪)霍勒；(英)霍
尔

224 hop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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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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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hunter 1 ['hʌntə] n.猎人；猎犬；搜寻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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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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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impairment 1 [im'pɛəmənt] n.损伤，损害

230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231 in 3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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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32 inaudible 3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
233 increa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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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independence 2 [,indi'pendəns] n.独立性，自立性；自主

235 injuries 1 ['ɪndʒəri] n. 伤害；损害

236 injury 2 ['indʒəri] n.伤害，损害；受伤处

237 interstellar 1 [,intə'stelə] adj.[航][天]星际的

238 intimidated 1 [ɪn'tɪmɪdeɪt] vt. 胁迫；威胁；恐吓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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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introduced 1 [ɪntrəd'juːst] v. 介绍，引进（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1 is 1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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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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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245 job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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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jus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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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Kansas 3 ['kænzəs] n.堪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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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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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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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knew 1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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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lake 1 [leik] n.湖；深红色颜料；胭脂红 vt.（使）血球溶解 vi.（使）血球溶解 n.(Lake)人名；(德、塞、瑞典)拉克；(英)莱克

254 large 1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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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257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258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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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level 2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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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62 leverage 1 n.手段，影响力；杠杆作用；杠杆效率 v.利用；举债经营

263 life 1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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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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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limitation 1 n.限制；限度；极限；追诉时效；有效期限；缺陷

266 literally 1 adv.照字面地；逐字地；不夸张地；正确地；简直

267 litt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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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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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living 2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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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long 2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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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looking 2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274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275 loose 1 [lu:s] adj.宽松的；散漫的；不牢固的；不精确的 vt.释放；开船；放枪 vi.变松；开火 adv.松散地 n.放纵；放任；发射 n.
(Loose)人名；(捷、瑞典)洛塞；(英)卢斯；(德)洛泽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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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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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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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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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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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ma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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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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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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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masks 1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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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matters 1 ['mætəz] n. 事情 名词matt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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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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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mayor 1 ['mεə] n.市长 n.(Mayor)人名；(英)梅厄；(法、西、俄)马约尔

291 m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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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mental 1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293 mentor 2 n.指导者，良师益友 vt.指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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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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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million 1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
297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
298 mindset 1 ['maɪndset] n. 精神状态；心态；意向

299 Missouri 2 [mi'zuəri] n.密苏里（美国州名）

300 model 1 ['mɔdəl] n.模型；典型；模范；模特儿；样式 vt.模拟；塑造；模仿 vi.做模型；做模特儿 adj.模范的；作模型用的 n.
(Model)人名；(德、俄、英)莫德尔

301 models 1 ['mɒdlz] n. 模范；模特儿；模型（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）

302 mo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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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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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motivated 1 ['məutiveitid] adj.有动机的；有积极性的 v.使产生动机；激发…的积极性（motiv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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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5 motivation 1 [,məuti'veiʃən] n.动机；积极性；推动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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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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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my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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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myself 2 [mai'self] pron.我自己；我亲自；我的正常的健康状况和正常情绪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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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never 5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12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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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nice 2 [nais] adj.精密的；美好的；细微的；和蔼的 n.(Nice)人名；(英)尼斯

315 no 1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316 non 2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317 not 8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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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320 numb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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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322 of 2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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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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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officially 1 [ə'fiʃəli] adv.正式地；官方地；作为公务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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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Ogden 1 ['ɔ:gdən] n.奥格登（姓氏）；奥格登（美国城市）

329 O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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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331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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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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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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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options 1 ['ɒpʃnz] 选择；选择权,名词option的复数形式

335 or 3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
336 Oregon 1 ['ɔrigən; -gɔn] n.俄勒冈州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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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339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340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41 ourselves 1 [,auə'selvz, ,ɑ:-] pron.我们自己；我们亲自

342 o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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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overcome 1 [,əuvə'kʌm] vt.克服；胜过 vi.克服；得胜

344 overweight 1 ['əuvəweit, 'əuvə'weit, ,əuvə'weit] adj.超重的；过重的 vt.使负担过重 n.超重

345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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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paralyzed 2 ['pærəlaizd] adj.瘫痪的；麻痹的 v.使麻痹；使无力；使失去勇气（paralyze的过去分词）

348 parent 1 ['pεərənt] n.父亲（或母亲）；父母亲；根源 n.(Parent)人名；(法)帕朗；(英、西)帕伦特

349 p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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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350 partying 1 英 ['pɑ tːi] 美 ['pɑ rːti] n. 聚会；宴会；政党；一伙人；[律]当事人 vi. 开派对
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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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people 1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53 person 2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
354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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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physical 1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357 pl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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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planting 1 ['plɑ:ntiŋ, 'plæn-] n.栽培，种植；花圃 v.播种；移植（plant的ing形式）；安置 n.(Planting)人名；(芬、瑞典)普兰廷

359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360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361 positive 2 ['pɔzətiv, -zi-] adj.积极的；[数]正的，[医][化学]阳性的；确定的，肯定的；实际的，真实的；绝对的 n.正数；[摄]正片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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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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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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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poverty 1 ['pɔvəti] n.贫困；困难；缺少；低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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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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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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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product 1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
371 profit 2 ['prɔfit] n.利润；利益 vi.获利；有益 vt.有益于 n.(Profit)人名；(法)普罗菲

372 program 2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373 proving 1 ['pru:viŋ] v.证明；校对；发酵（prove的ing形式） n.证明；检查；校对 adj.检验的

374 PTSD 1 (=post-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) 创伤后精神紧张性(精神)障碍

375 push 1 vt.推动，增加；对…施加压力，逼迫；按；说服 vi.推进；增加；努力争取 n.推，决心；大规模攻势；矢志的追求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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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378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379 razor 1 ['reizə] vt.剃，用剃刀刮 n.剃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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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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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384 really 4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385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386 replica 3 ['replikə] n.复制品，复制物

387 representation 1 [,reprizen'teiʃən] n.代表；表现；表示法；陈述

388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389 re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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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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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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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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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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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3 role 1 [rəul] n.角色；任务 n.(Ro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赤几)罗莱

3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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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Russian 1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396 saf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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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sai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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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salt 1 [sɔ:lt] n.盐；风趣，刺激性 adj.咸水的；含盐的，咸味的；盐腌的；猥亵的 vt.用盐腌；给…加盐；将盐撒在道路上使冰或
雪融化 n.(Salt)人名；(西)萨尔特；(英)索尔特

399 sa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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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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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2 schools 2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403 Scots 1 [skɔts] adj.苏格兰的；苏格兰人的；苏格兰英语的 n.苏格兰人；苏格兰语

404 screened 1 ['skriː nd] adj. 遮蔽的；筛过的；上映的 动词screen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形式.
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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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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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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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seed 1 [si:d] n.种子；根据；精液；萌芽；子孙；原由 vt.播种；结实；成熟；去…籽 vi.播种；（植物）结实 n.(Seed)人名；(英)
锡德

409 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410 series 2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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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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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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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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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shot 1 n.发射；炮弹；射手；镜头 adj.用尽的；破旧的；杂色的，闪光的 v.射击（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16 shots 1 英 [ʃɒt] 美 [ʃɑ tː] n. 注射；投篮；发射；拍摄；开枪；子弹 adj. (织物)闪色的；精疲力尽的；完了的 动词shoot的过去式和
过去分词.

417 showing 1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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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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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six 2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421 sized 1 [saizd] adj.有…大小的 v.相比（size的过去分词）；按大小分类

422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4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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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sold 1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4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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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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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7 spaceship 1 ['speisʃip] n.[航]宇宙飞船

428 speak 1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
429 spinal 2 ['spainəl] adj.脊髓的；脊柱的；针的；脊骨的；尖刺的 n.脊椎麻醉

430 sponsors 1 英 ['spɒnsə(r)] 美 ['spɑːnsər] n. 保证人；赞助者；发起者；主办者 v. 发起；赞助；倡议

431 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432 spring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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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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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3 springing 1 ['spriŋiŋ] n.船体纵向二阶波振；弹簧现象；弹性装置 v.弹起（spring的ing形式）

434 sprung 1 [sprʌŋ] adj.装有弹簧的 v.蹦跳；弹起（spring的过去式） n.(Sprung)人名；(德、匈)施普龙

435 stand 1 [stænd] vi.站立；位于；停滞 vt.使站立；忍受；抵抗 n.站立；立场；看台；停止

436 sta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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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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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8 started 4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39 stellar 1 adj.星的；星球的；主要的；一流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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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stink 1 [stiŋk] n.臭味；讨厌的人 vi.发出臭味；招人讨厌 vt.使发出臭气；用臭味驱赶

442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4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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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4 streets 1 [st'riː ts] 街道

445 struggle 1 ['strʌgl] vi.奋斗，努力；挣扎 n.努力，奋斗；竞争 vt.使劲移动；尽力使得

446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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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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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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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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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surgeries 1 英 ['sɜːdʒəri] 美 ['sɜ rːdʒəri] n. 外科手术；外科；诊所；手术室

452 sweat 1 [swet] vt.使出汗；流出；使干苦活；剥削；藉出汗减轻；焦急地期待 n.汗；水珠；焦急；苦差使 vi.出汗；辛苦工作；
懊恼；结水珠

453 symbolizes 1 ['sɪmbəlaɪz] v. 象征；用记号表现

454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455 take 3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456 tap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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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7 tends 1 [tend] v. 趋向；易于；朝向 v. 照料；照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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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9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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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0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461 that 4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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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2 the 3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463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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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4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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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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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468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69 things 5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470 thi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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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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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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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3 thought 3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74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4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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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6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477 to 6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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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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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普通话·威妥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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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9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480 tomorrow 1 [tə'mɔrəu, -'mɔ:-] n.明天；未来 adv.明天；未来地（等于to-morrow）

481 too 2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482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483 tools 1 [tu lː] n. 工具，用具（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）；器具

484 to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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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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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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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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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8 transportation 1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
489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490 travelers 1 [t'rævlərz] 旅游者

491 travel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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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2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4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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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try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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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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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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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7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498 understand 3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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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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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1 up 5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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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us 1 pron.我们

5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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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5 Utah 2 ['ju:tɑ:] n.美国犹他州

506 vacation 1 [və'keiʃən] n.假期；（房屋）搬出 vi.休假，度假

507 ve 5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08 versus 1 ['və:səs] prep.对；与...相对；对抗

5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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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0 vide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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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1 visitors 1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512 visually 1 ['vizjuəli] adv.形象化地；外表上；看得见地

513 waist 2 [weist] n.腰，腰部

514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
5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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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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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7 wars 2 英 [wɔː (r)] 美 [wɔː r] n. 战争；斗争 v. 作战；斗争

518 was 1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19 wasn 2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
520 way 3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
521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522 we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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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3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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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4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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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6 wes 3 [wes] n.韦斯（Wesley的昵称，男子名）

527 Wesley 2 ['wezli; 'wes-] n.韦斯利（男子名）

528 what 8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
529 wheelchair 2 ['hwi:l,tʃεə] n.轮椅

530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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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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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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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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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4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535 winning 1 ['winiŋ] adj.胜利的；获胜的 n.胜利；获得；成功 v.获胜（win的ing形式） n.(Winn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法)温宁

536 with 1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5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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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38 wor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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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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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0 workout 1 ['wə:kaut] n.锻炼；练习；试验

541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542 worried 1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
543 worrying 1 ['wʌriiŋ, -'wə:-] adj.令人担心的；烦恼的 v.担心（worry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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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5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人名；(英)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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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7 yes 2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5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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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9 you 27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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