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3-23 词频表词频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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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nd 3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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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to 3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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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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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it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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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is 2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this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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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unidentified 17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10 will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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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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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more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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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space 16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14 that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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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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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be 1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7 mal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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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up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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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O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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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w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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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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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tha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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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lik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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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on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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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with 9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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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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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new 8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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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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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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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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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its 7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34 junk 7 [dʒʌŋk] n.垃圾，废物；舢板 n.(Junk)人名；(德、捷)容克

35 people 7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6 thousands 7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37 a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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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clean 6 [kli:n] adj.清洁的，干净的；清白的 vt.使干净 vi.打扫，清扫 adv.完全地 n.打扫 n.(Clean)人名；(英)克林

39 could 6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40 jus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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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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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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million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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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over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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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satellite 6 ['sætəlait] n.卫星；人造卫星；随从；卫星国家

44 there 6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45 according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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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ig 5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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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female 5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49 gold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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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high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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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now 5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52 school 5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53 sma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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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som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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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stat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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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students 5 [st'juːdnts] 学生

57 stuff 5 [stʌf] n.东西；材料；填充物；素材资料 vt.塞满；填塞；让吃饱 vi.吃得过多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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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60 yamazaki 5 山崎

61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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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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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debris 4 ['deibri:] n.碎片，残骸 n.(Debris)人名；(法)德布里

65 fir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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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if 4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67 our 4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68 pandemic 4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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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71 since 4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72 s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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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74 vaccine 4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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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77 what 4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
78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79 ancient 3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80 Australia 3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81 Australian 3 [ɔ:'streɪljən] adj.澳大利亚的，澳大利亚人的 n.澳大利亚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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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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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84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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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brea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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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bushfire 3 ['buʃ,faiə] n.丛林大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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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90 china 3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91 city 3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92 correspondent 3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
93 days 3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94 earth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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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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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g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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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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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little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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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magnets 3 ['mæɡnɪts] 磁体

100 march 3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101 mask 3 [mɑ:sk, mæsk] n.面具；口罩；掩饰 vi.掩饰；戴面具；化装 vt.掩饰；戴面具；使模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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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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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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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pieces 3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106 problem 3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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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really 3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109 recor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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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risk 3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111 satellites 3 n. 卫星；人造卫星 名词satellite的复数形式.

112 schools 3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113 second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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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se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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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sout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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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spring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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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sputnik 3 ['spʌtnit; 'spu-] n.人造卫星（前苏联制造）

118 then 3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119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120 translated 3 [træns'leɪt] v. 翻译；解释；转移；调动

121 travel 3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122 Wales 3 [weilz] n.威尔士（英国大不列颠岛西南部地区）

123 well 3 [wel] adv.很好地；充分地；满意地；适当地 adj.良好的；健康的；适宜的 n.井；源泉 v.涌出 n.(W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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韦尔

124 workers 3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125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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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128 a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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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agencies 2 ['eɪdʒənsi] n. 代理；代理处；政府机构

130 agency 2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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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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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anybody 2 ['eni,bɔdi] pron.任何人 n.重要人物

134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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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artifacts 2 ['ɑ rːtɪfækts] n. 人工制品；史前古器物 名词artifact的复数形式. =artefacts.

137 burn 2 [bə:n] vt.燃烧；烧毁，灼伤；激起…的愤怒 vi.燃烧；烧毁；发热 n.灼伤，烧伤；烙印 n.(Burn)人名；(英)伯恩

138 c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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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companion 2 [kəm'pænjən] n.同伴；朋友；指南；手册 vt.陪伴 n.(Companion)人名；(英)康帕宁

140 comp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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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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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crowded 2 ['kraudid] adj.拥挤的；塞满的 v.拥挤（crowd的过去分词）

143 demo 2 ['deməu] n.演示；样本唱片；示威；民主党员 n.(Demo)人名；(意、阿尔巴)德莫

144 dianne 2 n. 黛安娜

145 dime 2 [daim] n.一角硬币 n.(Dime)人名；(塞)迪梅

146 discovered 2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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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eastern 2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149 elsa 2 ['elsə] n.埃尔莎（女子名，等于Elizabeth）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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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essential 2 [i'senʃəl] adj.基本的；必要的；本质的；精华的 n.本质；要素；要点；必需品

152 estimates 2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153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54 European 2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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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experts 2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57 floods 2 [flʌd] v. 淹没；充满 n. 洪水

158 fool 2 [fu:l] vi.欺骗；开玩笑；戏弄 n.傻瓜；愚人；受骗者 vt.欺骗，愚弄 adj.傻的

159 gallagher 2 n. 加拉格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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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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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good 2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163 hand 2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
164 happening 2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165 help 2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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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6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67 hi 2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
168 higher 2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169 hit 2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170 homes 2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国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171 imagine 2 vt.想象；猜想；臆断 vi.想象；猜想；想象起来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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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3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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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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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launched 2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176 learning 2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177 le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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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Lehighton 2 n. 利哈伊顿(在美国；西经 75º42' 北纬 40º50')

179 le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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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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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Louisiana 2 [lu:,i:zi'ænə] n.美国路易斯安那州

182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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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making 2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184 Mars 2 [mɑ:z] n.战神；[天]火星

185 masking 2 ['mɑ:skiŋ] n.掩蔽；隐蔽 v.戴面具；掩饰；化装（mask的ing形式）

186 masks 2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187 means 2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188 mickey 2 ['miki] n.精神；取笑或戏弄某人；米老鼠动画片 n.(Mickey)人名；(英、西)米基

189 m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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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mission 2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
191 Monday 2 ['mʌndi] n.星期一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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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move 2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194 muntean 2 蒙泰安

195 naoko 2 n. 直子；奈绪子（日本人名）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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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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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199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200 overview 2 ['əuvəvju:] n.[图情]综述；概观

201 pete 2 [pi:t] n.保险箱，银箱

202 plan 2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203 possible 2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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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rain 2 [rein] n.雨；下雨；雨天；雨季 vi.下雨；降雨 vt.大量地给；使大量落下 n.(Rain)人名；(法)兰；(英)雷恩；(罗、捷)赖恩

206 rainfall 2 ['reinfɔ:l] n.降雨；降雨量

207 researchers 2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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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rockets 2 英 ['rɒkɪt] 美 ['rɑːkɪt] n. 火箭；芝麻菜；紫花南芥 v. 猛涨；飞快地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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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0 Russian 2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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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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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spacecraft 2 ['speiskrɑ:ft, -kræft] n.[航]宇宙飞船，航天器

214 spaceship 2 ['speisʃip] n.[航]宇宙飞船

215 st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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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sweep 2 [swi:p] vt.扫除；猛拉；掸去 vi.扫，打扫；席卷；扫视；袭击 n.打扫，扫除；范围；全胜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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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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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tim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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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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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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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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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Tuesday 2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24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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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weather 2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227 weight 2 [weit] n.重量，重力；负担；砝码；重要性 vt.加重量于，使变重 n.(Weigh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格特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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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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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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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works 2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32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33 York 2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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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accidentally 1 [,æksi'dentli] adv.意外地；偶然地

236 accomplish 1 [ə'kʌmpliʃ, ə'kɔm-] vt.完成；实现；达到

237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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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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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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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airports 1 ['eəpɔː ts] 机场

242 Alabama 1 [,ælə'bæmə] n.阿拉巴马州（美国州名）

243 alk 1 ['ɔː lk] (=alkaline) 碱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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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246 amounts 1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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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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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250 archeological 1 [ˌɑːkɪə'lɒdʒɪkəl] adj. 考古学的 =archaeological.

251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252 assisting 1 [ə'sɪst] vt. 帮助；协助 vi. 帮助；出席 n. 帮助；协助；助攻；协助的器械

253 astronaut 1 ['æstrənɔ:t] n.宇航员，航天员；太空旅行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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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4 astronauts 1 ['æstrənɔː ts] n.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.

255 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
256 attempt 1 [ə'tempt] n.企图，试图；攻击 vt.企图，试图；尝试

257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258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59 Banks 1 [bæŋks] n.班克斯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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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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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264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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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bi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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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7 bone 1 [英[bəʊn] 美[bon]] n.骨；骨骼 vt.剔去...的骨；施骨肥于 vi.苦学；专心致志 n.(Bone)人名；(英)博恩；(法、西、罗、塞)博
内；(老)奔

268 bord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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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breaking 1 ['breikiŋ] n.破坏；阻断 v.破坏（break的ing形式）

270 broken 1 ['brəukən] adj.破碎的；坏掉的 v.折断；打碎；损坏（break的过去分词）

271 bronze 1 [brɔnz] n.青铜；古铜色；青铜制品 adj.青铜色的；青铜制的 vt.镀青铜于 vi.变成青铜色，被晒黑 n.(Bronze)人名；(葡)布
龙泽

272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273 bureau 1 ['bjuərəu] n.局，处；衣柜；办公桌 n.(Bureau)人名；(法)比罗

274 buried 1 ['berid] adj.埋葬的；埋藏的 v.埋葬（bu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5 burst 1 [bə:st] vi.爆发，突发；爆炸 vt.爆发，突发；爆炸 n.爆发，突发；爆炸 n.(Burst)人名；(德、罗)布尔斯特

276 buses 1 ['bʌsiz] n.公共汽车（bus的复数形式） v.乘公共汽车；用公共汽车运送（bu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77 calls 1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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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catastrophic 1 adj.灾难的；悲惨的；灾难性的，毁灭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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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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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ceremonial 1 [,seri'məunjəl] adj.仪式的；正式的，礼仪的 n.仪式，礼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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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charlotte 1 n.法国水果奶油布丁；夏洛特

285 Chinese 1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286 Chu 1 abbr.摄氏热单位（CentigradeHeatUnit） n.(Chu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朱；(尼日利)舒；(柬)朱；(泰)初

287 classrooms 1 [k'læsruːmz] 教室

288 cleaner 1 ['kli:nə] n.[化工]清洁剂；清洁工；干洗店；干洗商；洗洁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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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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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clergy 1 ['klə:dʒi] n.神职人员；牧师；僧侣

292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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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coast 1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
295 collision 1 n.碰撞；冲突；（意见，看法）的抵触；（政党等的）倾轧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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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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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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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8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299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300 conquered 1 英 ['kɒŋkə(r)] 美 ['kɑːŋkər] vt. 征服；克服；战胜 vi. 得胜

301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302 continuing 1 [kən'tɪnjuɪŋ] adj. 连续的；持续的；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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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corona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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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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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307 dawn 1 [dɔ:n] n.黎明；开端 vt.破晓；出现；被领悟 n.(Dawn)人名；(西)道恩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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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310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
311 demonstrate 1 ['demənstreit] vt.证明；展示；论证 vi.示威

312 demonstration 1 [,demən'streiʃən] n.示范；证明；示威游行

313 dependent 1 [di'pendənt] adj.依靠的；从属的；取决于…的 n.依赖他人者；受赡养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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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16 destroy 1 [di'strɔi] vt.破坏；消灭；毁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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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319 developmental 1 [di,veləp'mentəl] adj.发展的；启发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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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disabilities 1 [ˌdɪsə'bɪləti] n. 无力；无能；残疾；不利条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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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distancing 1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
324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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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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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6 droughts 1 [d'raʊts] 旱灾

327 dug 1 [dʌg] v.挖，翻土（di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雌性哺乳动物的乳房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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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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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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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332 electric 1 [i'lektrik] adj.电的；电动的；发电的；导电的；令人震惊的 n.电；电气车辆；带电体

333 elementary 1 [,eli'mentəri] adj.基本的；初级的；[化学]元素的

334 eligibility 1 [,elidʒə'biləti] n.适任，合格；被选举资格

335 eligible 1 ['elidʒəbl] adj.合格的，合适的；符合条件的；有资格当选的 n.合格者；适任者；有资格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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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evacuated 1 [ɪ'vækjʊeɪtɪd] adj. 撤退的；疏散的 动词evacu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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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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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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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except 1 [ik'sept] vt.不计；把…除外 vi.反对 prep.除…之外 conj.除了；要不是

342 excitement 1 [ik'saitmənt] n.兴奋；刺激；令人兴奋的事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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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3 expansion 1 [ik'spænʃən] n.膨胀；阐述；扩张物

344 expects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345 extreme 1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
346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347 farmer 1 ['fɑ:mə] n.农夫，农民 n.(Farmer)人名；(英)法默；(法)法尔梅；(西)法梅尔

348 farther 1 ['fɑ:ðə] adv.更远地；此外；更进一步地 adj.进一步的；更远的（far的比较级）

349 feet 1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
350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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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five 1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353 fleck 1 [flek] n.斑点；微粒，小片 vt.使起斑点；使有斑驳 n.(Fleck)人名；(德、法、意、英、匈、罗)弗莱克

354 flecks 1 [flek] n. 斑点；微粒 v. 使有斑点

355 flew 1 [flu:] v.飞，飞翔（fly的过去式） n.(Flew)人名；(英)弗卢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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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flood 1 [flʌd] vt.淹没；充满；溢出 vi.涌出；涌进；为水淹没 n.洪水；泛滥；一大批 n.(Flood)人名；(英)弗勒德；(瑞典、芬)弗洛
德

358 flooding 1 ['flʌdiŋ] n.泛滥；产后出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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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flown 1 v.飞行（fly的过去分词）

361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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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forecast 1 ['fɔ:kɑ:st] vt.预报，预测；预示 n.预测，预报；预想 vi.进行预报，作预测

364 forget 1 [fə'gɛt] vt.忘记；忽略 vi.忘记 n.(Forget)人名；(法)福尔热
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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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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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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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fraction 1 ['frækʃən] n.分数；部分；小部分；稍微

369 fragments 1 ['fræɡmənt] n. 碎片；片段 v. 使破碎；分裂

370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371 Fridays 1 ['fraidiz] adv.于星期五 n.星期五（Friday的复数）

372 frontier 1 ['frʌntjə] n.前沿；边界；国境 adj.边界的；开拓的 n.(Frontier)人名；(法)弗龙捷

373 fun 1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
374 gathering 1 ['gæðəriŋ] n.聚集；集会；收款 v.聚集（gather的ing形式）

375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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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giant 1 ['dʒaiənt] n.巨人；伟人；[动]巨大的动物 adj.巨大的；巨人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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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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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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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GPS 1 abbr.全球定位系统（GlobalPositionSystem）；通用雷达（GeneralPurposeRadar）；炮长主瞄准镜（Gunner'sPrimarySight）
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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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grenade 1 [gri'neid] n.手榴弹；灭火弹 vt.扔手榴弹；用催泪弹攻击 n.(Grenade)人名；(西、法)格雷纳德

385 grids 1 [ɡ'rɪdz] 网格

386 grocery 1 ['grəusəri] n.食品杂货店 食品杂货

387 ground 1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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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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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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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391 heads 1 [hedz] adj.正面朝上的 n.(Heads)人名；(英)黑兹

392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393 heart 1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
394 heavens 1 ['hevəns] n. 天空 名词heaven的复数形式.

395 heavier 1 ['hevɪə] adj. 更沉重的；更巨大的

396 heightened 1 ['haɪtn] v. 增加；升高；加强

397 hire 1 [haiə] n.雇用，租用；租金，工钱 vt.雇用；出租 vi.雇用，租用；受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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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
400 ideas 1 观念

401 impacts 1 ['ɪmpækt] n. 影响；冲击力；撞击 vt. 挤入；压紧；撞击；对 ... 发生影响 vi. 冲击；撞击；产生影响

402 inches 1 [ɪntʃ] n. 英寸；少量 v. 慢慢移动 （复）inches: 身高.

403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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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indicating 1 ['ɪndɪkeɪtɪŋ] adj. 指示的；标志的 动词indicate的现在分词.

406 intellectual 1 [,intə'lektjuəl, -tʃuəl] adj.智力的；聪明的；理智的 n.知识分子；凭理智做事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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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409 international 1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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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ivory 1 ['aivəri] n.象牙；乳白色；长牙 adj.乳白色的；象牙制的 n.(Ivory)人名；(英)艾沃里

412 jade 1 [dʒeid] n.翡翠；[宝]碧玉；老马 adj.玉制的；绿玉色的 vi.疲倦 vt.使疲倦 n.(Jade)人名；(英)杰德；(法)雅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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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4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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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6 kingdom 1 ['kiŋdəm] n.王国；界；领域 n.(Kingdom)人名；(英)金德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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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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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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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launch 1 [lɔ:ntʃ, lɑ:ntʃ] vt.发射（导弹、火箭等）；发起，发动；使…下水 vi.开始；下水；起飞 n.发射；发行，投放市场；下
水；汽艇

421 Le 1 abbr.务实贸易（LaborExchange）；低爆速炸药（LowExplosive）；职业介绍所（LabourExchange） n.(Le)人名；(柬)莱；
(缅)礼；(老)勒；(俄)列

4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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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4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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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5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4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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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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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429 luck 1 [lʌk] n.运气；幸运；带来好运的东西 vi.靠运气，走运；凑巧碰上 n.(Luck)人名；(德、瑞典)卢克；(英)勒克；(法)吕克

4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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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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1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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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3 manufacturing 1 [,mænju'fæktʃəriŋ] adj.制造的；制造业的 n.制造业；工业 v.制造；生产（manufactur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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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5 map 1 [mæp] vt.映射；计划；绘制地图；确定基因在染色体中的位置 n.地图；示意图；染色体图 vi.基因被安置 n.(Map)人名；
(法)马普

436 maps 1 n. 地图 名词map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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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8 materials 1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439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4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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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1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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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3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444 mess 1 [mes] n.混乱；食堂，伙食团；困境；脏乱的东西 vt.弄乱，弄脏；毁坏；使就餐 vi.把事情弄糟；制造脏乱；玩弄 n.
(Mess)人名；(德、罗)梅斯

445 meteorologist 1 [,mi:tiə'rɔlədʒist] n.气象学者

446 meteorology 1 [,mi:tiə'rɔlədʒi] n.气象状态，气象学

447 meter 1 [mi:tə] n.米；仪表；[计量]公尺；韵律 vt.用仪表测量 vi.用表计量 n.(Meter)人名；(英)米特；(塞)梅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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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9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450 military 1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451 minimal 1 ['miniməl] adj.最低的；最小限度的

452 minimize 1 ['minimaiz] vt.使减到最少；小看，极度轻视 vi.最小化

453 minute 1 [ˈmɪnɪt] n.分，分钟；片刻，一会儿；备忘录，笔记；会议记录 vt.将…记录下来 adj.微小的，详细的[maɪˈnjuːt;US-
ˈnuːt;maɪˋnut]

454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455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456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457 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
458 nasa 1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
459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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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1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4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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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nicknamed 1 ['nɪkneɪm] n. 绰号； 昵称 v. 给 ... 取绰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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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5 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
466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467 observer 1 [əb'zə:və, ɔb-] n.观察者；[天]观测者；遵守者

468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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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0 offering 1 ['ɔfəriŋ, 'ɔ:-] n.提供；祭品；奉献物；牲礼 v.提供（offer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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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2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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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4 opposite 1 ['ɔpəzit, -sit] adj.相反的；对面的；对立的 n.对立面；反义词 prep.在…的对面 adv.在对面

475 opt 1 [ɔpt] vi.选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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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6 orbit 1 ['ɔ:bit] n.轨道；眼眶；势力范围；生活常规 vi.盘旋；绕轨道运行 vt.绕…轨道而行

4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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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8 park 1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
479 Pennsylvania 1 [,pensil'veinjə] n.宾夕法尼亚州（美国州名）

4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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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1 pers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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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2 phone 1 [fəun] n.电话；耳机，听筒 vt.打电话 vi.打电话 n.(Phone)人名；(老、缅)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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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4 pink 1 [piŋk] n.粉红色；化身，典范；石竹花；头面人物 vt.扎，刺，戳；使…变粉红色；使…面红耳赤 vi.变粉红色 adj.粉红
的；比较激进的；石竹科的；脸色发红的 n.(Pi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)平克；(法)潘克

485 pits 1 ['pɪts] n. 凹点；坑 名词pit的复数形式.

486 plastic 1 ['plæstik,'plɑ:s-] adj.塑料的；（外科）造型的；可塑的 n.塑料制品；整形；可塑体

487 populated 1 ['pɒpjʊleɪtɪd] adj. 人口稠密的 动词popul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88 positivity 1 [,pɔzə'tivəti, -zi-] n.积极性，确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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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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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premier 1 ['premjə, pri'miə, 'pri:m-] adj.第一的；最初的 n.总理，首相

492 prior 1 adj.优先的；在先的，在前的 n.小修道院院长；大修道院的副院长;（隐修院）会长;犯罪前科 n.(Prior)人名；(法、西、
葡、捷)普里奥尔；(英)普赖尔；(意)普廖尔

4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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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programmed 1 ['prəugræmd, -grəmd] adj.程序化的，程控的 v.规划；制作节目（program的过去分词）

4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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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6 putting 1 ['putiŋ] n.投掷；（高尔夫球）打球入洞 v.放置（put的ing形式）；轻击球；使球入洞的轻击（putt的ing形式）

497 quiet 1 adj.安静的；安定的；不动的；温顺的 n.安静；和平 vt.使平息；安慰 vi.平静下来

498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499 randomized 1 ['rændə̩ maɪzd] adj. 随机的

500 r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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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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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02 reattach 1 [rɪə'tætʃ] vt. 重新接上；重新附上

503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504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505 records 1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506 recovering 1 [ri'kʌvəriŋ] n.恢复；再生；补偿 v.恢复；再生（recover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507 recovery 1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
508 reentry 1 [ri:'entri] n.[航]再入；再进

509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510 relics 1 ['relɪks] n. 遗物；遗迹 名词relic的复数形式.

511 remote 1 [ri'məut] adj.遥远的；偏僻的；疏远的 n.远程

512 report 1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513 responded 1 英 [rɪ'spɒnd] 美 [rɪ'spɑːnd] v. 回答；响应；反应；反应灵敏；反响 n. [建]壁联；[宗]应唱圣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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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5 Rivers 1 ['rivə:s] n.里弗斯（人名）；河流州（尼日利亚州名）；河水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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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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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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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9 safer 1 ['seɪfər] adj. 更安全的 形容词safe的比较级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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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0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5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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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Saturday 1 ['sætədi; -dei] n.星期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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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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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525 season 1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526 selected 1 [si'lektid] adj.挑选出来的

527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528 sensors 1 ['sensəz] 传感器

529 separate 1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
530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531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532 shed 1 [ʃed] vt.流出；摆脱；散发；倾吐 vi.流出；脱落；散布 n.小屋，棚；分水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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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4 simple 1 ['simpl] adj.简单的；单纯的；天真的 n.笨蛋；愚蠢的行为；出身低微者 n.(Simple)人名；(法)桑普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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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6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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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8 smallest 1 ['smɔː lɪst] adj. 最小的

539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540 someday 1 ['sʌm,dei] adv.有一天，有朝一日

541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5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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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sounds 1 ['saʊndz] n. 声音，响声（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） v. 听起来；感觉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发音（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
形式）

544 southeast 1 [,sauθ'i:st] adj.东南的；来自东南的 n.东南；东南地区 adv.来自东南

545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546 soviet 1 ['sauviət, 'sɔ-] adj.苏联的；苏维埃的；委员会的 n.苏维埃（代表会议）；委员会；代表会议

547 spaceships 1 n.（尤指小说中的）宇宙飞船( spaceship的名词复数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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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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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0 sprea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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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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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2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53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5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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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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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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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7 stores 1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558 storms 1 英 [stɔː m] 美 [stɔː rm] n. 暴风雨 v. 起风暴；猛攻；暴怒；捣毁

559 straight 1 adj.直的；连续的；笔直的；正直的；整齐的；异性恋的 adv.直接地；不断地；立即；坦率地 n.直；直线；直男，直
女，异性恋者 n.(Straight)人名；(英)斯特雷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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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1 struck 1 adj.受罢工影响的 v.罢工，打击，撞击（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truck)人名；(英)斯特拉克；(瑞典)斯特鲁克；
(德)施特鲁克

562 structure 1 ['strʌktʃə] n.结构；构造；建筑物 vt.组织；构成；建造

563 struggled 1 ['strʌgəld] adj.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5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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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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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5 subjected 1 [səbd'ʒektɪd] adj. 从属的，隶属的 v. 动词subject的过去式、过去分词

566 subside 1 [səb'said] vi.平息；减弱；沉淀；坐下

567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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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9 sweeper 1 ['swi:pə] n.清洁工；清扫夫；清扫器

570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571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572 TENS 1 十位

573 testing 1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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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5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76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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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8 throu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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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9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580 tim 1 [tim] n.蒂姆（男子名）

581 time 1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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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3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584 tons 1 [tʌnz] ad. [口]极其；非常

585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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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7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(英)特沃德

588 track 1 [træk] n.轨道；足迹，踪迹；小道 vt.追踪；通过；循路而行；用纤拉 vi.追踪；走；留下足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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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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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1 trash 1 [træʃ] n.垃圾；废物 vt.丢弃；修剪树枝

592 tremendous 1 adj.极大的，巨大的；惊人的；极好的

5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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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4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95 trove 1 [trəuv] n.被发现的东西；收藏的东西 n.(Trove)人名；(德)特罗韦

596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597 tsa 1 n. 二级天线

5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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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9 uncovered 1 [,ʌn'kʌvəd] adj.无覆盖物的；[保险]未保险的；无盖的 v.揭露（uncover的过去分词）；脱帽致敬；移去覆盖物

600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601 underlying 1 [,ʌndə'laiiŋ] adj.潜在的；根本的；在下面的；优先的 v.放在…的下面；为…的基础；优先于（underlie的ing形式）

602 underwater 1 ['ʌndə'wɔ:tə] adj.在水中的；水面下的 adv.在水下 n.水下

603 unearthed 1 [ʌn'əθɪd] adj. 掘出的；未接地的 动词uneart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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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5 us 1 pron.我们

6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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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7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608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609 volunteers 1 英 [ˌvɒlən'tɪə(r)] 美 [ˌvɑ lːən'tɪr] n. 志愿者；(自行生长的)植物 v. (自愿)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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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0 wa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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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1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612 warning 1 ['wɔ:niŋ] n.警告；预兆；预告 adj.警告的；引以为戒的 v.警告（warn的ing形式） n.(Warning)人名；(德)瓦宁

613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614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
615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616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617 wearing 1 [wεə riŋ, wεərŋ, 'wεəriŋ] adj.磨损的；穿用的；令人疲倦的 v.穿着；磨损（wear的ing形式） n.(Wearing)人名；(英)韦尔林

6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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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9 weekly 1 ['wi:kli] adj.每周的；周刊的；一周一次的 n.周刊 adv.每周一次；逐周

6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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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1 welcoming 1 ['welkəm] vt. 欢迎 adj. 受欢迎的 n. 欢迎 int. 欢迎(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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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3 whatever 1 [hwɔt'evə, 'hwət-] adj.不管什么样的 pron.无论什么；诸如此类 conj.无论什么

624 whizzes 1 ['wɪzɪz] [ whizzing ]的复数形式

625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626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6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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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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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29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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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1 yielded 1 [jiː ld] v. 生产；获利；屈服；弯下去 n. 投资收益；生产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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