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3-22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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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bo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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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ademically 1 [,ækə'demikəli] adv.学术上；学业上

4 according 1 adj.相符的；一致的；相应的；和谐的；调和的 adv.依照；根据；按照 v.给予(accord的现在分词)；使和谐一致；使
符合；使适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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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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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8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9 adhd 1 [ˌeɪdiː eɪtʃ'diː ] abbr. [医]注意力不足过动症；多动症(=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)

10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11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12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13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4 ahead 1 adj.向前；在前的；领先 adv.向前地；领先地；在（某人或某事物的）前面；预先；在将来，为未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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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kio 1 明尾

17 a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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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llowed 1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
19 already 2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20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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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 amazing 1 [ə'meiziŋ] adj.令人惊异的 v.使吃惊（amaz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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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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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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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nnounced 2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8 announcement 1 [ə'naunsmənt] n.公告；宣告；发表；通告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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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ny 2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31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32 are 9 [强ɑ:, 弱ə] v.是（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） n.公亩 n.(Are)人名；(意、西、芬)阿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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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rt 2 n.（包括雕塑、绘画、音乐等的）艺术，美术；美术（作）品；艺品（作）品；（表演）艺术；技术，技巧； adj.艺术
的；艺术品的；具有艺术性的 v.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，过时用法

35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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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shamed 1 [ə'ʃeimd] adj.惭愧的，感到难为情的；耻于……的

37 ask 2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38 aspiring 1 [ə'spaiəriŋ] adj.有抱负的；追求…的；高耸的 v.立志（aspire的ing形式）

39 assignment 1 [ə'sainmənt] n.分配；任务；作业；功课

40 at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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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1 athletes 7 ['æθliː ts] 运动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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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attend 1 [ə'tend] vt.出席；上（大学等）；照料；招待；陪伴 vi.出席；致力于；照料；照顾

43 August 1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44 Australian 2 [ɔ:'streɪljən] adj.澳大利亚的，澳大利亚人的 n.澳大利亚人

45 away 3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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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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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be 9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50 beautiful 1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
51 because 5 [bi'kɔz] conj.因为

52 bee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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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gin 3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55 being 3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56 belong 1 [bi'lɔŋ] vi.属于，应归入；居住；适宜；应被放置

57 belt 1 [belt] n.带；腰带；地带 vt.用带子系住；用皮带抽打 vi.猛击 n.(Belt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)贝尔特

58 benefit 1 n.利益，好处；救济金 vt.有益于，对…有益 vi.受益，得益

59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60 better 2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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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bit 2 n.[计]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老一套；一点，一块 vt.控制 adj.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 adv.有点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3 board 2 [bɔ:d] n.董事会；木板；甲板；膳食 vt.上（飞机、车、船等）；用板盖上；给提供膳宿 vi.寄宿 n.(Board)人名；(英、西)
博德

64 boarding 1 ['bɔ:diŋ] n.木板；寄膳宿；上船 adj.供膳的 v.用木板遮住；收费为…供膳（board的ing形式）

65 boat 1 [bəut] n.小船；轮船 vi.划船

66 bought 1 [bɔ:t] v.买（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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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brains 1 n.智力；脑髓（brain的复数）

69 broadcaster 1 ['brɔ:d,kɑ:stə, -,kæstə] n.广播公司；广播员；播送设备；撒播物

70 bu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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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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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Caldwell 1 ['kɔ:ldwəl] n.考德威尔（姓氏）；考德威尔（地名）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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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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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cancelled 1 ['kænsəld] adj. 被取消的；被废除的 动词canc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76 career 1 n.生涯；职业；事业；速度，全速 adj.作为毕生职业的 vi.全速前进，猛冲

77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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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cash 1 [kæʃ] n.现款，现金 vt.将…兑现；支付现款 n.(Cash)人名；(英)卡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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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82 challenges 2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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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4 channel 1 vt.引导，开导；形成河道 n.通道；频道；沟渠；海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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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chapters 1 n. 章；章节（chapter的复数形式）；回

86 charities 1 ['tʃærəti] n. 慈善；宽厚；慈善机关(团体)；仁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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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classroom 4 ['klɑ:srum] n.教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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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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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除；
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92 click 1 [klik] vt.点击；使发咔哒声 vi.作咔哒声 n.单击；滴答声

93 climber 1 ['klaimə] n.登山者；攀缘植物；尽力改善自己社会地位的人

94 climbing 1 ['klaimiŋ] adj.上升的；攀缘而登的 n.攀登 v.爬（climb的ing形式）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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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97 cnn 8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98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99 Columbia 1 [kə'lʌmbiə] n.哥伦比亚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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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1 commented 1 英 ['kɒment] 美 ['kɑːment] n. 注释；评论；闲话 v. 评论；注释

102 committee 1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103 committees 1 [kə'mɪtɪz] n. 委员会；[律]受托人；保护人 名词committee的复数形式.

104 compete 1 [kəm'pi:t] vi.竞争；比赛；对抗

105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
106 connecting 1 [kə'nektiŋ] n.连接；管接头，套管 adj.[计]连接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ing形式）

107 connects 1 [kə'nekt] v. 连接；接通；联系

108 conscious 1 ['kɔnʃəs] adj.意识到的；故意的；神志清醒的

109 constructed 1 vt.构造，建造；创立，构筑；搭建（construc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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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contributing 1 [kənt'rɪbju tːɪŋ] adj. 贡献的；起作用的 动词contribute的现在分词.

112 conversation 1 n.交谈，会话；社交；交往，交际；会谈；（人与计算机的）人机对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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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115 could 5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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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covid 2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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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特

120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121 David 2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122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123 debut 1 ['deibju:] n.初次登台；开张 vi.初次登台 n.(Debut)人名；(法)德比

124 decision 2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25 deck 1 [dek] n.甲板；行李仓；露天平台 vt.装饰；装甲板；打扮 n.(De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德克

126 dedication 1 n.奉献；献身；赠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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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degree 1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
129 delay 1 [di'lei] vi.延期；耽搁 vt.延期；耽搁 n.延期；耽搁；被耽搁或推迟的时间 n.(Delay)人名；(英)迪莱；(法)德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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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delivering 1 v.发表（deliver的ing形式）；投递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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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despite 2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
133 difference 1 n.差异；不同；争执

134 differences 1 ['dɪfərəns] n.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.

135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136 differently 2 ['difərəntli] adv.不同地；差异；各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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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disability 1 [,disə'biləti] n.残疾；无能；无资格；不利条件

139 distracted 1 [dis'træktid] adj.心烦意乱的；思想不集中的 v.分心（distract的过去式）

140 do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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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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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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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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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dragging 1 ['drægiŋ] vt.牵引（drag的现在分词） adj.拖延的；拖曳用的

146 drawing 2 ['drɔ:iŋ] n.图画；牵引；素描术 v.绘画；吸引（draw的ing形式）；拖曳

147 drift 1 [drift] n.漂流，漂移；趋势；漂流物 vi.漂流，漂移；漂泊 vt.使…漂流；使…受风吹积

148 driven 1 adj.被动的，受到驱策的；有紧迫感的；（人）发愤图强的 v.驾驶，开车（drive的过去分词）

149 dumb 3 [dʌm] adj.哑的，无说话能力的；不说话的，无声音的

150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51 dyslexia 1 [dis'leksiə] n.难语症；[医]诵读困难；阅读障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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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154 eats 1 [i:ts] abbr.设备准确度测试站（EquipmentAccuracyTestStation）

155 economically 1 [,i:kə'nɔmikəli] adv.经济地；在经济上；节俭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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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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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el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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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end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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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161 estimated 2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62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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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eventually 1 [i'ventʃuəli] adv.最后，终于

165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166 everybody 1 ['evri,bədi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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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experience 2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169 experiences 1 英 [ɪk'spɪəriəns] 美 [ɪk'spɪriəns] n. 经验；经历 v. 经历；体验；感受

170 extra 3 ['ekstrə] adv.特别地，非常；另外 n.临时演员；号外；额外的事物；上等产品 adj.额外的，另外收费的；特大的

171 eye 8 [ai] n.眼睛；视力；眼光；见解，观点 vt.注视，看 n.(Eye)人名；(德)艾厄；(英)艾

172 facilitate 1 [fə'siliteit] vt.促进；帮助；使容易

173 favorite 1 ['feivərit] n.幸运儿；喜欢的事物；特别喜欢的人 adj.最喜爱的；中意的；宠爱的 n.(Favorite)人名；(英)费沃里特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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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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触摸

175 felt 1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176 female 9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177 fencer 1 ['fensə] n.击剑者；剑术家；（澳）篱笆匠

178 fifty 1 ['fifti] n.五十；五十个；编号为50的东西 adj.五十的；五十个的；众多的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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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finalized 1 ['faɪnəlaɪz] vt. 完成；确定，最终确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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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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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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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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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5 first 3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186 fishermen 1 ['fɪʃəmən] n. 渔夫；渔船 名词fisherman的复数形式.

187 fixed 1 adj.确定的；固执的；<美口>处境...的；准备好的 v.修理（过去式）

188 flick 4 ['flik] vt.轻弹；忽然摇动；轻轻拂去 vi.轻弹；忽然摇动；轻轻拂去 n.弹开；快速的轻打；轻打声 n.(Flick)人名；(德、
法、英、意、葡)弗利克

189 flink 2 n. 弗林克

190 floors 1 英 [flɔː (r)] 美 [flɔː r] n. 地面；地板；楼层；底部 vt. 铺地板；击倒；(油门)踩到底

191 folks 1 ['fəʊks] n. 人们；家人；父母 名词folk的复数形式.

192 fondly 1 ['fɔndli] adv.天真地；怜爱地；温柔地

193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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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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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found 3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197 founder 1 ['faundə] vi.失败；沉没；倒塌；变跛 vt.破坏；使摔倒；垮掉 n.创始人；建立者；翻沙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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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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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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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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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games 10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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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gets 2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206 girls 2 ['ɡɜ lː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
207 g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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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globe 1 [gləub] n.地球；地球仪；球体 vt.使…成球形 vi.成球状

209 g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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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0 goal 4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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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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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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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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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grade 1 [greid] n.年级；等级；成绩；级别；阶段 vt.评分；把…分等级 vi.分等级；逐渐变化 n.(Grade)人名；(英)格雷德；(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塞、瑞典)格拉德

216 grades 1 [ɡ'reɪdz] n. （评分）等级；技巧水平；阶段（名词grade的复数形式） v. 分级；评分；渐次变化（grade的第三人称单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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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式）

217 graduate 1 ['grædʒuət, -eit, 'grædjueit, -dʒu-] vt.授予…学位；分等级；标上刻度 vi.毕业；渐变 n.研究生；毕业生 adj.毕业的；研究生
的

218 grateful 1 ['greitful] adj.感谢的；令人愉快的，宜人的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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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griffiths 3 n.格里菲思（姓氏）

221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222 gucci 1 [gu:tri:] n.古琦（品牌名）

223 guy 1 [gai] n.男人，家伙 vt.嘲弄，取笑 vi.逃跑 n.(Guy)人名；(西)吉；(法)居伊；(英)盖伊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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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5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226 hallway 3 ['hɔ:lwei] n.走廊；门厅；玄关

227 hang 1 ['hæŋ] vt.悬挂，垂下；装饰；绞死；使悬而未决 vi.悬着，垂下；被绞死；悬而不决 n.悬挂；暂停，中止 n.(Hang)人名；
(罗)汉格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康；(老)汉；(柬)韩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杭

228 hangs 1 [hæŋ] v. 悬挂；(使)低垂；悬浮(在空中)；逗留；绞死 n. 悬挂方式；悬挂；绞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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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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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hav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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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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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235 hear 2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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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hel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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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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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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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hero 3 ['hiərəu] n.英雄；男主角，男主人公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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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hi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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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highest 2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245 him 2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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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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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hold 2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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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hopefully 1 ['həupfuli] adv.有希望地，有前途地

251 hosts 1 英 [həʊst] 美 [hoʊst] n. 主人；主持人；主办方；大量；寄主；主机 v. 主办；主持；做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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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how 7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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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hungry 1 ['hʌŋgri] adj.饥饿的；渴望的；荒年的；不毛的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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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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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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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0 inaudible 7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
261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262 intelligence 1 n.智力；情报工作；情报机关；理解力；才智，智慧；天分

263 interactions 1 [ɪntə'rækʃnz] 相互作用

264 international 4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265 invested 1 [ɪn'vest] v. 投资；投入

266 is 2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67 island 1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
268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
269 it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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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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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janitor 1 n.看门人；守卫；门警 n.清洁工

272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273 japan 6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274 Japanese 1 [,dʒæpə'ni:z] adj.日本（人）的；日语的 n.日本人；日语

275 jim 1 [dʒim] n.吉姆（人名）

276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277 July 2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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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jus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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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justice 1 ['dʒʌstis] n.司法，法律制裁；正义；法官，审判员 n.(Justice)人名；(英)贾斯蒂斯，贾斯蒂丝(女名)

281 juvenile 1 ['dʒu:vənail, -nil] adj.青少年的；幼稚的 n.青少年；少年读物

282 keep 4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283 kid 2 [kid] n.小孩；小山羊 vt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vi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adj.小山羊皮制的；较年幼的 n.(Kid)人名；(英)基德

284 kid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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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ki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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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know 6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287 la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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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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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learn 2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290 learning 6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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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293 lenoir 1 勒努瓦 n.(Lenoir)人名；(英、法)勒努瓦

294 Leo 1 ['li:əu] n.狮子座；狮子（用于儿童故事寓言等）；利奥（男子名）

295 leve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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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97 lifetime 1 ['laiftaim] n.一生；寿命；终生；使用期 adj.一生的；终身的

298 lik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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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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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 list 1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301 literacy 2 ['litərəsi] n.读写能力；精通文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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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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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ll 2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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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6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307 lost 4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308 lo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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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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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loving 1 ['lʌviŋ] adj.亲爱的；钟情的；忠诚的 n.(Lov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洛文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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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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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mak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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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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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Malta 1 ['mɔ:ltə] n.马尔他（欧洲岛国）

316 manifest 1 ['mænifest] vt.证明，表明；显示 vi.显示，出现 n.载货单，货单；旅客名单 adj.显然的，明显的；明白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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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marathon 1 ['mærəθɔn] n.马拉松赛跑；耐力的考验 adj.马拉松式的；有耐力的 vi.参加马拉松赛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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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matches 1 ['mætʃɪz] n. 火柴 名词match的复数形式.

321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322 maturity 1 [mə'tjuəriti] n.成熟；到期；完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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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m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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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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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mental 3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327 mentally 1 ['mentəli] adv.精神上，智力上；心理上

328 mentors 1 英 ['mentɔː (r)] 美 ['mentɔː r] n. 指导者 v. 指导

329 message 1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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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332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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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monstrous 1 ['mɔnstrəs] adj.巨大的；怪异的；荒谬的；畸形的

335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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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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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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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40 my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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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national 2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342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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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3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344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345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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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nhk 1 n. 日本广播协会

348 nice 1 [nais] adj.精密的；美好的；细微的；和蔼的 n.(Nice)人名；(英)尼斯

349 no 3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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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352 nose 1 [nəuz] n.鼻子；嗅觉；突出的部分；探问 vt.嗅；用鼻子触 vi.小心探索着前进；探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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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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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of 3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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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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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olympians 1 奥运选手

359 Olympic 9 [əu'limpik] adj.奥林匹斯山的，奥林匹亚的；奥林匹克的

360 olympics 6 英 [əʊ'lɪmpɪks] 美 [oʊ'lɪmpɪks] n. 奥林匹克运动会 =Olympic Games.

361 On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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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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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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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onto 1 ['ɔntu, -tə] prep.在…之上；对…了解；映射到…上 adj.映射的；自身的；映成的

366 or 8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
367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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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370 organizers 2 ['ɔː ɡənaɪzəz] n. 组织者（organizer的复数）

371 organizing 1 v.组织（organize的ing形式）；使有机化 n.组织 adj.组织上的

372 originally 1 [ə'ridʒənəli] adv.最初，起初；本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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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375 our 6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76 out 4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377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378 over 1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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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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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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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Paralympic 1 [pærə̍ lɪmpɪk] n.残奥会

384 Paralympics 1 [,pærə'limpiks] n.原为脊髓病患者举行的运动会

385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86 perce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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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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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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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8 pH 5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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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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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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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393 poi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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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poll 1 [pəul] n.投票；民意测验；投票数；投票所 vt.投票；剪短；对…进行民意测验；获得选票 vi.投票 adj.无角的；剪过毛的；
修过枝的 n.(Poll)人名；(德、匈、罗、英)波尔

395 postponed 2 英 [ˌpəʊst'pəʊnd] 美 [ˌpoʊst'poʊnd] adj. 延期的；缓办的 动词postpo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96 postponement 1 [,pəust'pəunmənt] n.延期；延缓

397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398 practice 2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399 presen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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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presidents 1 [p'rezɪdənts] n. 总统

401 pride 1 n.自豪；骄傲；自尊心；狮群 vt.使得意，以...自豪 vi.自豪 n.（Pride）人名；（英）普赖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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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prison 1 ['prizən] n.监狱；监禁；拘留所 vt.监禁，关押 n.(Prison)人名；(德)普里松

404 probably 2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405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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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profit 1 ['prɔfit] n.利润；利益 vi.获利；有益 vt.有益于 n.(Profit)人名；(法)普罗菲

408 program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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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project 1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410 provides 1 [prə'vaɪd] v. 供给；提供；准备；规定；抚养

411 public 1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412 pushed 1 [puʃt] adj.处于窘境的；为难的；推挤现象的 v.推；挤；逼迫（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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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415 rate 2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
4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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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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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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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reached 1 到达
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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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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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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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425 remain 1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
426 remember 2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
427 rescued 1 ['reskju ]ː vt. 营救；援救 n. 营救；救援

428 responsibility 1 [ri.spɔnsə'biliti] n.责任，职责；义务

429 restricted 1 [ri'striktid] adj.受限制的；保密的 v.限制（restr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30 restriction 2 [ri'strikʃən] n.限制；约束；束缚

431 resumed 1 英 [rɪ'zjuːm] 美 [rɪ'zuːm] v. 重新开始；再继续 n. 简历；履历；摘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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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2 retire 1 [ri'taiə] vi.退休；撤退；退却 vt.退休；离开；收回 n.退休；退隐；退兵信号

433 retirement 1 [ri'taiəmənt] n.退休，退役

434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435 right 3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436 risky 1 ['riski] adj.危险的；冒险的；（作品等）有伤风化的

4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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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38 running 2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人名；(英)朗宁

4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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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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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
442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4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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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4 saved 1 ['seɪvd] adj. 保存了的；获救的 v. 救；节省；保存（动词s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445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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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6 scheduled 2 英 ['ʃedju lːd] 美 ['skedʒəld] adj. 预定的；预先安排的 动词schedu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47 school 8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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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9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450 secon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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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secure 1 [si'kjuə] adj.安全的；无虑的；有把握的；稳当的 vt.保护；弄到；招致；缚住 vi.获得安全；船抛锚；停止工作

452 se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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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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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4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4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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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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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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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8 severely 1 [si'viəli] adv.严重地；严格地，严厉地；纯朴地

459 shape 1 [ʃeip] n.形状；模型；身材；具体化 vt.形成；塑造，使成形；使符合 vi.形成；成形；成长 n.(Shape)人名；(瑞典)沙佩

460 shaped 1 [ʃeipt] adj.合适的；成某种形状的；有计划的 vt.发展；成形（shape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

461 share 1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
462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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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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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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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5 shy 2 [ʃai] adj.害羞的；畏缩的，胆怯的 vi.投；畏缩；惊退；厌恶 vt.投；乱掷 n.投掷；惊跳 n.(Shy)人名；(英)夏伊

4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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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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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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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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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0 Slovenia 2 [sləu'vi:niə] n.斯洛文尼亚（南斯拉夫一共和国）

4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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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2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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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3 society 1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474 some 1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
>稍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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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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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7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478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479 spectators 1 [spek'teɪtəs] n. 观众；目击者 名词spectator的复数形式.

480 spelling 1 ['speliŋ] n.拼写；拼字；拼法 v.拼写；意味着（spell的ing形式）；迷住 n.(Spelling)人名；(英)斯佩林

481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482 sport 2 [spɔ:t] n.运动；游戏；娱乐；运动会；玩笑 vi.游戏 vt.游戏；参加体育运动；夸耀 adj.运动的

483 stage 1 [steidʒ] n.阶段；舞台；戏剧；驿站 vt.举行；上演；筹划 vi.举行；适于上演；乘驿车旅行 n.(Stage)人名；(英)斯特奇

484 stake 1 [steik] n.桩，棍子；赌注；火刑；奖金 vt.资助，支持；系…于桩上；把…押下打赌 vi.打赌 n.(Stake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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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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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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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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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9 stigmatizing 1 ['stɪɡmətaɪz] vt. 污蔑； 使蒙上污名 vt. <古> 打上烙印

4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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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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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2 struggle 2 ['strʌgl] vi.奋斗，努力；挣扎 n.努力，奋斗；竞争 vt.使劲移动；尽力使得

493 struggles 1 ['strʌɡl] vi. 努力；奋斗；斗争；挣扎 n. 斗争；竞争；奋斗

494 struggling 1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
495 students 6 [st'juːdnts] 学生

496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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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8 summer 3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499 super 2 ['sju:pə] adj.特级的；极好的 n.特级品，特大号；临时雇员 n.(Super)人名；(英)休珀

500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5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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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2 supposed 1 [sə'pəuzd] adj.假定的；被信以为真的；想象上的 v.假定（suppose的过去分词）

503 surf 1 [sə:f] n.海浪，拍岸浪 vt.在…冲浪 vi.作冲浪运动 n.(Surf)人名；(英)瑟夫

504 surfboard 3 ['sə:fbɔ:d] n.冲浪板 vi.以冲浪板滑水

505 surfer 1 ['sə:fə] n.冲浪运动员，乘冲浪板冲浪的人

506 system 2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507 tail 1 [teil] n.尾巴；踪迹；辫子；燕尾服 vt.尾随；装上尾巴 vi.跟踪；变少或缩小 adj.从后面而来的；尾部的

5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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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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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0 talk 3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511 Tasmania 1 [tæz'meiniə; -njə] n.塔斯马尼亚岛（位于澳洲东南方）

512 TENS 1 十位

5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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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4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515 that 3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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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6 the 7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17 their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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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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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8 them 5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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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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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1 there 7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22 these 5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23 they 1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24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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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6 think 7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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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8 this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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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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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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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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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2 tickets 1 ['tɪkɪt] n. 票；券；标签；罚单；候选人名单 vt. 加标签于；售票；开罚单；检票，查验票证

533 tide 1 [taid] n.趋势，潮流；潮汐 vt.随潮漂流

534 tim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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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5 timing 1 ['taimiŋ] n.定时；调速；时间选择 v.为…安排时间；测定…的时间（time的ing形式）

536 to 5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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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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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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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9 Tokyo 5 ['təukjəu; -kiəu; 'tɔ:kjɔ:] n.东京（日本首都）

540 toll 2 n.通行费；代价；钟声；伤亡人数 vt.征收；敲钟 vi.鸣钟；征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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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2 ton 1 [tʌn, tuŋ] n.吨；很多，大量 n.(Ton)人名；(西、俄、捷、荷)托恩；(柬)敦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通；(朝)敦

543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544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545 tough 2 [tʌf] adj.艰苦的，困难的；坚强的，不屈不挠的；坚韧的，牢固的；强壮的，结实的 n.恶棍 vt.坚持；忍受，忍耐 adv.
强硬地，顽强地 n.(Tough)人名；(英)图赫

546 tourists 1 ['tuərɪsts] n. 旅游者，旅行者，观光客（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）

547 towards 1 [tə'wɔ:dz, tu-, 'təuədz, twɔ:dz] prep.朝，向；对于；有助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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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9 training 3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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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1 translated 1 [træns'leɪt] v. 翻译；解释；转移；调动

5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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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3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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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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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6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57 types 2 ['taɪps] n. 类型 v.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.

558 uber 1 n.Uber，优步（美国一家科技公司） n.Uber，人名：（德）乌贝尔，（英）尤伯

559 unclear 1 英 [ˌʌn'klɪə(r)] 美 [ˌʌn'klɪr] adj. 不清楚的；含混的

560 understand 2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561 unidentified 14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562 unique 2 [ju:'ni:k] adj.独特的，稀罕的；[数]唯一的，独一无二的 n.独一无二的人或物 n.(Unique)人名；(英)尤妮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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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3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5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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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5 upcoming 1 ['ʌp,kʌmiŋ] adj.即将来临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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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7 us 3 pron.我们

568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569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570 utility 1 [ju:'tiləti] n.实用；效用；公共设施；功用 adj.实用的；通用的；有多种用途的

571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72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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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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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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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75 visits 1 ['vɪzɪt] v. 拜访；参观；闲谈 n. 拜访；参观；聊天

576 volunteer 1 [,vɔlən'tiə] n.志愿者；志愿兵 adj.志愿的 vi.自愿 vt.自愿

577 vowed 1 [vaʊ] n. 誓约 v. 发誓

5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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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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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0 was 1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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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2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583 wave 2 [weiv] vi.波动；起伏；挥手示意；摇动；呈波形 vt.卷（烫）发；向…挥手示意；使成波浪形 n.波动；波浪；高潮；挥手
示意；卷曲

584 w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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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5 ways 3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5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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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7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5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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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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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0 went 3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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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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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3 w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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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4 when 8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595 where 4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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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7 whi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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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8 who 10 pron.谁；什么人

599 wi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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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0 wishing 1 ['wiʃiŋ] n.期盼着，希望；愿望 v.希望；想要（wish的ing形式）

6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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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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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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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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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5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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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7 wrap 1 [ræp] vt.包；缠绕；隐藏；掩护 vi.包起来；缠绕；穿外衣 n.外套；围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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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8 year 6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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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0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6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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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2 you 16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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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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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5 yourself 2 [jɔ:'self, juə-, jə-] pron.你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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