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3-25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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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ccommodate 1 [ə'kɔmədeit] vt.容纳；使适应；供应；调解 vi.适应；调解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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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
5 accounting 1 n.会计，会计学；账单 v.解释（account的ing形式）；叙述

6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7 Adam 2 ['ædəm] n.亚当

8 add 2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
9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10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11 after 4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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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ground 1 [ə'graund] adv.搁浅地；地面上 adj.搁浅的；地面上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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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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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7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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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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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lternatives 1 [ɔː l'tɜːnətɪvz] n. 其它选择；备选方案 名词alternative的复数形式.

21 aluminum 1 [ə'lju:minəm] n.铝

22 ambitious 1 [æm'biʃəs] adj.野心勃勃的；有雄心的；热望的；炫耀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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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25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26 Amsterdam 1 [,æmstə'dæm] n.阿姆斯特丹（荷兰首都）；阿姆斯特丹（美国纽约东部城市）

27 an 7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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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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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ngeles 1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31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32 anymore 1 ['eni'mɔ:] adv.再也不，不再

33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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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Arabia 1 [ə'reibiə] n.阿拉伯半岛（亚洲西南部，等于ArabianPeninsula）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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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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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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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arrangement 1 [ə'reindʒmənt] n.布置；整理；准备

40 array 1 [ə'rei] n.数组，阵列；排列，列阵；大批，一系列；衣服 vt.排列，部署；打扮

41 artificial 1 [,ɑ:ti'fiʃəl] adj.人造的；仿造的；虚伪的；非原产地的；武断的

42 artist 1 ['ɑ:tist] n.艺术家；美术家（尤指画家）；大师

43 a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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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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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45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46 at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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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7 Athena 2 [ə'θi:nə] n.雅典娜（智慧与技艺的女神）

48 attracting 1 [ə'trækt] v. 吸引；引来

49 away 3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50 axtell 2 n. 阿克斯特尔

51 bach 1 [bɑ:h] n.巴赫（德国作曲家）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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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bags 1 n.[包装]包（bag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装入袋中（ba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54 based 2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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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beast 1 [bi:st] n.野兽；畜生，人面兽心的人

57 beasts 2 ['biː sts] n. 兽类；野兽 名词beast的复数形式.

58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59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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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begin 4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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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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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below 1 [bi'ləu] adv.在下面，在较低处；在本页下面 prep.在…下面 n.(Below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贝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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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bi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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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bigger 1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
68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69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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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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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bi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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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3 blocked 1 [blɔkt] adj.堵塞的；被封锁的 v.阻塞（block的过去分词）

74 box 1 [bɔks] n.箱，盒子；包厢；一拳 vi.拳击 vt.拳击；装…入盒中；打耳光 n.(Box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博克斯

75 boxes 3 英 [bɒksɪs] 美 [bɑːksɪs] n. 男式平角内裤 n. 盒子，箱子（名词box的的复数形式）

76 Brazil 1 [brə'zil] n.巴西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77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78 bringing 1 [briŋ] vt.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79 Brooklyn 2 ['bruklin] n.布鲁克林（美国纽约西南部的一区）

80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81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82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83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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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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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Cali 1 ['kɑ:li] n.卡利（哥伦比亚城市）

86 call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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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came 2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88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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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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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9 canal 11 [kə'næl] n.运河；[地理]水道；[建]管道；灌溉水渠 vt.在…开凿运河 n.(Canal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意、葡)卡纳尔；(土)贾
纳尔

90 cans 1 [kæns] n. 罐头 名词can的复数.

91 capitalizing 1 ['kæpɪtəlaɪz] vt. 以大写字母写；使 ... 资本化；估价 vi. 利用

92 cardboard 2 ['kɑ:dbɔ:d] n.[纸]硬纸板；纸板箱；卡纸板 adj.不真实的；硬纸板制的

93 cargo 1 ['kɑ:gəu] n.货物，船货 n.(Cargo)人名；(英、西)卡戈

94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95 carriers 1 ['kæriəz] 载体

96 carries 1 ['kæri] v. 携带；运送；搬运；带有；传播；承载 n. 【计】进位；运载

97 carrying 1 ['kærɪɪŋ] adj. 运送的；运输的 n. 运送；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.

98 cart 1 [kɑ:t] n.二轮运货马车 vt.用车装载 vi.驾运货马车；用运货车运送 n.(Cart)人名；(法)卡尔；(英、芬)卡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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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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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charge 1 [tʃɑ:dʒ] n.费用；电荷；掌管；控告；命令；负载 vt.使充电；使承担；指责；装载；对…索费；向…冲去 vi.充电；控
告；索价；向前冲；记在账上 n.(Charge)人名；(法)沙尔热；(英)查奇

102 charged 1 [tʃɑ:dʒd] adj.带电的；充满感情的；气氛紧张的 vt.填充

103 chunk 1 [tʃʌŋk] n.大块；矮胖的人或物

104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105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06 classical 1 ['klæsikəl] adj.古典的；经典的；传统的；第一流的 n.古典音乐

107 cleared 1 [klɪəd] adj. 清除的 动词cl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08 clef 1 [klef] n.谱号 n.(Clef)人名；(法)克莱夫

109 clip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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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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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cnn 4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112 co 2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113 collection 1 [kə'lekʃən] n.采集，聚集；[税收]征收；收藏品；募捐

114 Colombia 1 [kə'lʌmbiə] n.哥伦比亚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115 Colombian 1 [kə'lɔmbiən] adj.哥伦比亚的 n.哥伦比亚人

116 combos 1 英 ['kɒmbəʊ] 美 ['kɑːmboʊ] n. 小型爵士乐队；组合物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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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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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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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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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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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compare 1 n.比较 vt.比拟，喻为；[语]构成 vi.相比，匹敌；比较，区别；比拟（常与to连用） n.(Compare)人名；(意)孔帕雷

123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124 composer 1 [kəm'pəuzə] n.作曲家；作家，著作者；设计者

125 compositions 1 [ˌkɒmpə'zɪʃəns] n. 组成部分；作文 名词composition的复数形式.

126 compost 1 ['kɔmpɔst] n.堆肥；混合物 vt.堆肥；施堆肥

127 concerts 1 英 ['kɒnsət] 美 ['kɑːnsərt] n. 音乐会；一致；和谐 vt. 协定；协同安排 vi. 合作

128 Congreve 1 ['kɔŋgri:v] n.康格里夫（姓氏名）

129 connects 1 [kə'nekt] v. 连接；接通；联系

130 container 1 [kən'teinə] n.集装箱；容器

131 containers 10 [kən'teɪnəs] n.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.

132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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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3 cost 2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134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135 could 4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36 couple 1 ['kʌpl] n.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结合；成婚 vt.结合；连接；连合 n.(Couple)人名；(法)库普勒

137 courier 1 ['ku:riə] n.导游；情报员，通讯员；送快信的人 n.(Courier)人名；(英、法)库里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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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cuisine 2 [kwi'zi:n] n.烹饪，烹调法 n.(Cuisine)人名；(法)屈西纳

140 customer 5 ['kʌstəmə] n.顾客；家伙

141 customers 1 ['kʌstəməz] n. 顾客；<口>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

142 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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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decide 1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145 deli 1 ['deli] n.熟食店；[食品]熟食品（等于delicatessen） n.(Deli)人名；(法、意、罗、塞、匈、瑞典)德利

146 delivery 2 [di'livəri] n.[贸易]交付；分娩；递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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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diagonally 1 [dai'ægənəli] adv.对角地；斜对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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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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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dine 1 [dain] vi.进餐，用餐 vt.宴请 n.(Dine)人名；(意、葡)迪内；(英)戴恩；(法)迪纳

152 dining 2 [dainiŋ] n.吃饭，进餐 v.吃饭（dine的现在分词）

153 disposable 1 [dis'pəuzəbl] adj.可任意处理的；可自由使用的；用完即可丢弃的

154 disposables 1 英 [dɪ'spəʊzəblz] 美 [dɪ'spoʊzəblz] 可处理物

155 disrupt 1 [dis'rʌpt] vt.破坏；使瓦解；使分裂；使中断；使陷于混乱 adj.分裂的，中断的；分散的

156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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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58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59 d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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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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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1 doubled 1 ['dʌbld] adj. 两倍的；快步走的；加倍努力的 动词doub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62 DP 1 abbr.防潮的（DampProofing）；民主党（DemocraticParty）；露点（DewPoint）；数据处理（DataProcessing）；难民
（DisplacedPerson）；棒球双杀（DoublePlay）

163 drink 1 [driŋk] vt.喝，饮；吸收；举杯庆贺 vi.喝酒；饮水；干杯 n.酒，饮料；喝酒

164 drivers 1 [d'raɪvəz] n. 驱动器；驱动程序；司机 名词driver的复数形式.

165 drop 1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166 dropped 1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
167 ears 1 abbr. 电声额定系统(=Electro-Acoustic Rating System)； n. 耳朵（名词ear的复数形式）；【报刊】报头小栏，报耳

168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169 eat 1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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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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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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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74 Egypt 3 ['i:dʒipt] n.埃及（非洲国家）

175 Egyptian 1 [i'dʒipʃən] adj.埃及的；埃及人的 n.埃及人；古代埃及语

176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177 empire 1 ['empaiə] n.帝国；帝王统治，君权 n.(Empire)人名；(法)昂皮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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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8 enclosure 1 [in'kləuʒə] n.附件；围墙；围场

179 encompassing 1 [ɪn'kʌmpəs] vt. 围绕；包围；包括；完成

180 end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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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ends 1 ['endz] n. 结束；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.

182 enjoyed 1 [ɪn'dʒɔɪd] v. 享受，喜欢（动词enj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83 entrance 1 ['entrəns] n.入口；进入 vt.使出神，使入迷

184 environmental 1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185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86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87 Europe 2 ['juərəp] n.欧洲

188 eve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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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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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ever 4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191 everything 2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192 everywhere 2 ['evrihwεə] adv.到处 n.每个地方

193 exact 1 adj.准确的，精密的；精确的 vt.要求；强求；急需 vi.勒索钱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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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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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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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expanding 1 英 [ɪks'pændɪŋ] 美 [ɪk'spændɪŋ] adj. 扩展的；扩充的 动词expand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98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199 extra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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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201 fastest 1 ['fɑːstɪst] adj. 最快的 形容词fast的最高级形式.

202 feeding 1 ['fi:diŋ] n.饲养；吃；输送 adj.供给饲料的；摄取食物的 v.饲养（feed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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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Fernando 1 n.费尔南多（男子名）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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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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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fiv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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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flag 1 [flæg] vi.标记；衰退；枯萎 vt.标记；插旗 n.标志；旗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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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flow 1 [fləu] vi.流动，涌流；川流不息；飘扬 vt.淹没，溢过 n.流动；流量；涨潮，泛滥 n.(Flow)人名；(英)弗洛

211 foam 1 [fəum] n.泡沫；水沫；灭火泡沫 vi.起泡沫；吐白沫；起着泡沫流动 vt.使起泡沫；使成泡沫状物

212 food 1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213 foods 2 [fuːdz] n. 食品 名词food的复数形式.

214 foolish 1 ['fu:liʃ] adj.愚蠢的；傻的

215 for 1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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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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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founders 1 英 ['faʊndə(r)] 美 ['faʊndər] n. 创立者 v. 摔倒；失败；沉没；弄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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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free 2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221 freed 1 [f'riː d] adj. 释放的 动词fre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22 from 9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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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3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224 garbage 1 ['gɑ:bidʒ] n.垃圾；废物 n.(Garbage)人名；(法)加尔巴热

225 get 6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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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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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given 3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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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0 go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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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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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233 grace 1 [greis] n.优雅；恩惠；魅力；慈悲 vt.使优美 n.(Grace)人名；(英)格雷斯，格雷丝(女名)；(法)格拉斯

234 greasy 1 ['gri:zi] adj.油腻的；含脂肪多的；谄媚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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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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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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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handing 1 [hænd] n. 手；协助；手艺 v. 给；传 Hand. n. 汉德（英文姓）

239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240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241 ha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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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hav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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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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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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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hearts 1 英 [hɑ tː] 美 [hɑ rːt] n. 心；内心；中心；要点；红桃 v. 将…记在心里，铭记；鼓励

246 help 1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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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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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high 2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250 hiot 1 希奥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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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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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hundred 1 ['hʌndrəd] n.一百；许多 adj.一百的；许多的 num.百；百个

254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255 identical 1 [ai'dentikəl] adj.同一的；完全相同的 n.完全相同的事物

256 if 8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57 iguanas 1 [ɪ'gwaː ne] n. 美洲蜥蜴 名词iguana的复数形式.

258 in 3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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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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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India 1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261 industrial 1 [in'dʌstriəl] adj.工业的，产业的；从事工业的；供工业用的；来自勤劳的 n.工业股票；工业工人

262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263 inhabitants 1 [ɪn'hæbɪtənts] 居民

264 inventory 1 ['invəntəri, -tɔ:ri] n.存货，存货清单；详细目录；财产清册

265 investment 1 [in'vestmənt] n.投资；投入；封锁

266 is 2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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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7 isn 2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
268 it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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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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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jam 2 [dʒæm] n.果酱；拥挤；困境；扣篮 vt.使堵塞；挤进，使塞满；混杂；压碎 vi.堵塞；轧住 n.(Jam)人名；(伊朗、巴基)贾姆

271 join 1 [dʒɔin] vt.参加；结合；连接 vi.加入；参加；结合 n.结合；连接；接合点 n.(Join)人名；(法)茹安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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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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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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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Kansas 1 ['kænzəs] n.堪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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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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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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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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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know 4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280 kumar 1 库马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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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landfill 3 ['lændfil] n.垃圾填埋地；垃圾堆

283 larg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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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largest 3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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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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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least 3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288 lik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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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290 lining 1 ['lainiŋ] n.衬里；内层；衬套

291 lions 2 [[ˈlaiənz] n.狮子（lion的复数）；雄狮；腰角 n.(Lions)人名；(法)利翁

292 listen 1 ['lisən] vi.听，倾听；听从，听信 n.听，倾听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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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295 ll 5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296 llamas 1 n. 利亚马斯（音译名）；【动】美洲驼，无峰驼；驼毛织物（名词llama的复数形式）

297 located 1 英 [ləʊ'keɪtɪd] 美 ['loʊkeɪtɪd] adj. 处于；位于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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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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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Los 1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英)洛斯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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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lo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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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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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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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mal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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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managed 1 ['mænɪdʒ] v. 管理；经营；做成；设法对付；提供；有空

307 Manhattan 1 [mæn'hætən; mən-] n.曼哈顿岛（美国的一个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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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8 manufacturers 1 [mænjʊ'fæktʃərəz] n. 生产商；制造商 名词manufacturer的复数形式.

309 many 6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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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312 maritime 1 ['mæritaim] adj.海的；海事的；沿海的；海员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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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material 1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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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meal 1 [mi:l] n.一餐，一顿饭；膳食 vi.进餐

317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318 meantime 1 ['mi:n'taim] n.其时，其间 adv.同时；其间

319 Mediterranean 3 [,meditə'reiniən] n.地中海 adj.地中海的

320 mentioned 1 ['menʃnd] adj. 提到的；提过的 动词menti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21 m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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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323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324 modernize 1 ['mɔdənaiz] vt.使…现代化 vi.现代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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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27 mo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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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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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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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mu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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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music 6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332 m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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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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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napkins 1 ['næpkɪnz] 餐巾

335 nearest 1 ['nɪərɪst] adj. 最近的

336 network 2 ['netwə:k] n.网络；广播网；网状物

337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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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nex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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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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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normal 1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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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note 1 [nəut] n.笔记；音符；票据；注解；纸币；便笺；照会；调子 vt.注意；记录；注解 n.(Note)人名；(英)诺特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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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Oceania 1 [,əuʃi'einiə; -'ɑ:n-; -'æn-] n.大洋洲

346 of 3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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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official 2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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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oil 1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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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Oman 1 [əu'mɑ:n] n.阿曼（西南亚国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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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3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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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once 2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355 on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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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357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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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opening 1 ['əupəniŋ] n.开始；机会；通路；空缺的职位 adj.开始的 v.开放（open的ing形式）；打开；公开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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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or 7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
361 ord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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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ordering 2 ['ɔ:dəriŋ] n.订购；[计]排序；[计]定序 v.订购（order的ing形式）；命令；指挥

363 orders 1 英 ['ɔː də(r)] 美 ['ɔː rdər] n. 顺序；条理；订单；命令；秩序；阶层；[生]目；点的东西 v. 命令；定购；调整；整理；点餐；
预定，订货

364 ostriches 1 英 ['ɒstrɪtʃ] 美 ['ɑːstrɪtʃ] n. 驼鸟；驼鸟般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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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67 ou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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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ov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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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owner 2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370 packages 1 ['pækɪdʒ] n. 包裹；整批交易 vt. 把 ... 打包；把 ... 进行推销

371 panama 1 [,pænə'mɑ:] n.巴拿马（位于拉丁美洲）；巴拿马城

372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373 paper 5 ['peipə] n.纸；论文；文件；报纸 adj.纸做的 vt.用纸糊；用纸包装 vi.贴糊墙纸；发交通违章传票 n.(Paper)人名；(俄)帕
佩尔
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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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partner 1 ['pɑ:tnə] n.伙伴；合伙人；配偶 vi.合伙；合股；成为搭档 vt.使合作；与…合伙 n.(Partner)人名；(英、德)帕特纳

376 passing 1 ['pɑ:siŋ, 'pæs-] adj.经过的；目前的；及格的；短暂的 n.经过；及格；流逝；去世 adv.非常 v.通过；及格；许可；传送
（pass的ing形式） n.(Passing)人名；(德)帕辛

377 pave 1 [peiv] vt.铺设；安排；作铺设之用 n.(Pave)人名；(西、塞)帕韦

378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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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perce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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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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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performances 1 [pə'fɔː mənsɪz] 性能

383 performs 1 英 [pə'fɔː m] 美 [pər'fɔː 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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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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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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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phrase 2 [freiz] n.短语,习语,措辞,乐句 vt.措词,将(乐曲)分成乐句

388 pianist 1 ['piænist, pi'ænist] n.钢琴家；钢琴演奏者

389 piano 1 [pi'ænəu, pi'ɑ:-] n.钢琴 n.(Piano)人名；(法、意、葡)皮亚诺

390 pie 1 [pai] n.馅饼；饼图；爱说话的人 vt.使杂乱

391 pies 1 abbr.图片兴趣探测调查（PictureInterestExplorationSurvey） n.(Pies)人名；(德)皮斯；(西)彼斯

392 pizza 1 n.比萨饼（一种涂有乳酪和番茄酱的意大利式有馅烘饼） n.(Pizza)人名；(意)皮扎

393 plac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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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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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plastic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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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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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6 plastics 1 ['plæstiks] n.塑料；整形外科；外科修补术

397 pl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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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
399 please 1 [pli:z] vt.使喜欢；使高兴，使满意 vi.讨人喜欢；令人高兴 int.请（礼貌用语）

400 port 4 [pɔ:t, pəut] n.港口，口岸；（计算机的）端口；左舷；舱门 vi.转向左舷 vt.持（枪）；左转舵 n.(Port)人名；(英)波特；(法)
波尔；(德、俄、匈、捷)波尔特

401 prado 3 ['prɑ:dəu] n.上流社会散步场；高级住宅区的林荫大道（尤指西语地区） n.(Prado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、意、葡、芬)
普拉多

402 primates 1 [prai'meiti:z] n.灵长类

403 privately 1 ['praivitli] adv.私下地；秘密地

404 probably 3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405 problem 4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406 processes 1 n.过程；[计]进程（process的复数） v.处理（proces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加工

407 products 3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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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provide 2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411 providers 1 [prə'vaɪdəz] 供方

412 Queens 1 n.皇后区；女王（queen的复数形式）

413 quote 1 [kwəut, kəut] vt.报价；引述；举证 vi.报价；引用；引证 n.引用

414 ran 1 [ræn] v.跑（run的过去式） n.(Ran)人名；(俄、瑞典、塞)拉恩；(柬)兰

415 raw 1 [rɔ:] adj.生的；未加工的；阴冷的；刺痛的；擦掉皮的；无经验的；（在艺术等方面）不成熟的 n.擦伤处 vt.擦伤 n.(Raw)
人名；(英)罗

4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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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418 recyclable 1 [ri:'saikləbl] adj.可回收利用的；可再循环的

419 recycling 1 [ˌriː 'saɪklɪŋ] n. 回收利用 动词recycle的现在分词.

420 red 1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
421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422 refines 1 [rɪ'faɪn] v. 精炼；改进；使更文雅

423 relax 1 [ri'læks] vi.放松，休息；松懈，松弛；变从容；休养 vt.放松；使休息；使松弛；缓和；使松懈

424 repaired 1 英 [rɪ'peə(r)] 美 [rɪ'per] v. 修理；修补；补救；赴；去 n. 修理；修补；补救；维修工作；维修状态

425 reportedly 2 [ri'pɔ:tidli] adv.据报道；据传闻

426 reporter 3 [ri'pɔ:tə] n.记者

427 republic 1 [ri'pʌblik] n.共和国；共和政体

428 restaurant 8 ['restərɔŋ, -rɔnt, -rənt] n.餐馆；[经]饭店

429 restaurants 5 餐馆

430 return 3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431 returns 2 [rɪ'tɜːnz] n. 报告；统计表；研究成果 名词return的复数形式.

432 reusable 2 [ri:'ju:zəbl] adj.可以再度使用的，可重复使用的

433 reuse 1 [,ri:'ju:z, ,ri:'ju:s, 'ri:ju:s] n.重新使用，再用 vt.再使用

434 revamped 1 [ˌriː 'væmp] vt. 改造；修补 n. 改组；改建

435 r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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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J 2 n. 冲压式喷气发动机(道路枢纽)

437 roar 1 [rɔ:] n.咆哮；吼；轰鸣 vi.咆哮；吼叫；喧闹 vt.咆哮；呼喊；使……轰鸣 n.(Roar)人名；(挪)罗阿尔

438 rose 1 n.玫瑰；粉红色；蔷薇（花）；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.玫瑰花的；玫瑰色的；粉红色的；带有玫瑰香味的 vt.使成玫瑰色，
使（面颊）发红；使有玫瑰香味 vi.起义(rise的过去式)；升起；（数量）增加；休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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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9 route 1 [ru:t, raut] vt.按某路线发送 n.路线；航线；通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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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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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Russia 1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443 sail 1 [seil] vi.航行；启航，开船 n.帆，篷；航行 vt.航行

444 sails 1 [seɪl] v. 航行；驾(船) n. 帆；航行；航海

445 sales 1 [seilz] adj.销售的，售货的；有关销售的 n.销售（sale的复数）；销售额 n.(Sales)人名；(意、西、葡)萨莱斯；(法)萨勒；
(英)塞尔斯

446 sandstorm 1 ['sændstɔ:m] n.[气象]沙暴；大风沙

447 saudi 2 adj.沙特阿拉伯（人或语）的； n.沙特阿拉伯人 n.SaudiArabianAirlines的简称，沙特阿拉伯航空

448 savage 3 adj.野蛮的；残酷的；狂怒的；荒凉的 n.未开化的人；粗鲁的人；残暴成性的人 vt.乱咬；粗暴的对待 n.(Savage)人
名；(西)萨瓦赫；(英、德)萨维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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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0 saves 1 [seɪv] v. 救；节省；保存 n. 救援，救助

451 s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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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2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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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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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5 sea 2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456 seamless 1 ['si:mlis] adj.无缝的；无缝合线的；无伤痕的

4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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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8 se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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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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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0 sell 1 [sel] vt.销售；推销；出卖；欺骗 vi.卖；出售；受欢迎；有销路 n.销售；失望；推销术 n.(Sell)人名；(德)泽尔；(英、芬、
瑞典)塞尔

461 selling 1 ['seliŋ] n.销售；出售 v.出售（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(Selling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塞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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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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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4 services 3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4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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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6 shi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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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67 shipped 1 [ʃɪpt] adj. 船运的 动词shi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68 shipping 1 ['ʃipiŋ] n.[船]船舶，船舶吨数；海运；运送 v.运送，乘船（ship的ing形式） n.(Shipping)人名；(英)希平

469 ships 3 [ʃɪps] n.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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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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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2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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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4 signals 1 ['sɪɡnəl] n. 信号；标志 v. (发信号)通知、表示 adj. 显著的

475 silly 1 adj.愚蠢的；不明事理的；没头脑的 n.傻瓜 n.(Silly)人名；(匈)希伊；(法)西利

476 Singh 1 [siŋ] n.辛格（印度总理）；查理·拉杰（电影名）

477 single 3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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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9 six 3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480 slice 1 [slais] n.薄片；部分；菜刀，火铲 vt.切下；把…分成部分；将…切成薄片 vi.切开；割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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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1 slope 1 [sləup] n.斜坡；倾斜；斜率；扛枪姿势 vi.倾斜；逃走 vt.倾斜；使倾斜；扛

482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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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3 society 1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484 soiled 1 [sɔɪld] adj. 污染的 动词so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85 solution 2 [sə'lju:ʃən] n.解决方案；溶液；溶解；解答

486 solve 1 [sɔlv, sɔ:lv] vt.解决；解答；溶解 vi.作解答

487 solved 1 英 [sɒlv] 美 [sɑ lːv] v. 解决；解答

488 some 2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
>稍微

489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490 soothes 1 [suːð] v. 缓和；使安静；安慰

491 soothing 2 ['su:ðiŋ] adj.抚慰的；使人宽心的 v.安慰；减轻痛苦（soothe的现在分词）

492 sour 1 ['sauə] adj.酸的；发酵的；刺耳的；酸臭的；讨厌的 vi.发酵；变酸；厌烦 vt.使变酸；使失望 n.酸味；苦事 n.(Sour)人名；
(柬)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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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spartan 1 adj.斯巴达的；斯巴达式的；（生活方式）简朴的，清苦的。 n.斯巴达人；勇士

495 spinach 1 ['spinidʒ, -itʃ] n.菠菜

496 spiro 1 n.斯皮罗（男子名）；瑞士事佰诺（公司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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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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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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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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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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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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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504 strategic 1 [strə'ti:dʒik] adj.战略上的，战略的

505 stuck 1 [stʌk] v.刺（stick的过去式） adj.被卡住的；不能动的 n.(Stuck)人名；(德)施图克；(英)斯塔克

506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507 stuff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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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8 subscribe 1 [səb'skraib] vi.订阅；捐款；认购；赞成；签署 vt.签署；赞成；捐助

509 subtitle 1 ['sʌb,taitl] n.副标题；说明或对白的字幕 vt.在…上印字幕；给…加副标题

510 Suez 7 ['su:iz, su:'ez] n.苏伊士（埃及东北部港市）；苏伊士运河

511 sugar 2 ['ʃugə] n.糖；食糖；甜言蜜语 vt.加糖于；粉饰 vi.形成糖 n.(Sugar)人名；(英)休格

512 suppliers 1 n. 供应商；供应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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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4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515 tablet 1 n.碑；药片；写字板；小块；平板电脑 vt.用碑牌纪念；将(备忘录等)写在板上；将…制成小片或小块

516 take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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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7 takeout 3 ['teikaut] n.外卖；（桥牌中）示意搭档改叫的叫牌 adj.外卖的，供顾客带出外吃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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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9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520 tall 1 [tɔ:l] adj.高的；长的；过分的；夸大的 adv.夸大地 n.(Tall)人名；(马里、阿拉伯)塔勒；(芬、罗、瑞典)塔尔；(英)托尔；
(土)塔勒

521 tells 1 [tel] v. 告诉；吩咐；讲述；表达；辨别；判断；泄露；告发；产生效果

522 temporarily 1 ['tempərərili, ,tempə'rεə-] adv.临时地，临时

523 ten 1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
524 terms 3 [tə:mz] n.地位，关系；[法]条款；术语；措辞；价钱（term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称为（term的三单形式）

5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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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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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526 that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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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7 the 9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28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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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9 them 10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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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1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32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33 they 1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34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535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536 thin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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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37 this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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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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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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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0 three 3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541 through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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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2 throw 2 [θrəu] vt.投；抛；掷 vi.抛；投掷 n.投掷；冒险

543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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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5 to 4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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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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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7 tons 3 [tʌnz] ad. [口]极其；非常

548 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
549 towed 1 英 [təʊ] 美 [toʊ] v. 拖；拉；牵引 n. 拖；拽；拖绳

550 towels 1 ['taʊəl] n. 毛巾；手巾 v. 用毛巾擦

551 traffic 4 ['træfik] n.交通；运输；贸易；[通信]通信量 vt.用…作交换；在…通行 vi.交易，买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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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3 transformed 2 [træns'fɔː m] vt. 改变；转换 vi. 改变；变形；变态

554 transporting 1 ['trænspɔː rt] n. 运输 动词trans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555 trash 2 [træʃ] n.垃圾；废物 vt.丢弃；修剪树枝

5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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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7 treble 1 ['trebl] adj.三倍的；最高声部的；三层的；三重的 n.三倍；最高声部 vi.变成三倍 vt.使成三倍

558 trimmings 1 ['trɪmɪŋz] n. 添头；辅料；碎料 名词trimming的复数形式.

559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60 tugboat 1 ['tʌgbəut] n.拖船（等于towboat或tug）

561 turns 1 ['tɜːnz] n.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.

562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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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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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5 unidentified 4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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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7 unless 1 [ən'les] conj.除非，如果不 prep.除…之外

568 unlike 1 [,ʌn'laik] adj.不同的，不相似的 prep.和…不同，不像

569 unloaded 1 英 [ʌn'ləʊdɪd] 美 [ʌn'loʊdɪd] adj. 卸载的 动词unloa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5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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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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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1 updated 1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72 us 1 pron.我们

573 us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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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4 usually 2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575 utensils 1 [ju 'ːtensɪlz] 器具； 用具； 炊具

576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77 vendor 1 n.卖主；小贩；供应商；[贸易]自动售货机

578 vessel 2 ['vesəl] n.船，舰；[组织]脉管，血管；容器，器皿 n.(Vessel)人名；(荷)费塞尔；(俄、意、捷)韦塞尔

579 vessels 2 ['vesəlz] n. 容器；船只；血管 名词vessel的复数形式.

5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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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1 videotape 6 ['vidiəuteip] n.录像带 vt.将…录到录像带上

582 view 2 [vju:] n.观察；视野；意见；风景 vt.观察；考虑；查看

583 vital 1 ['vaitəl] adj.至关重要的；生死攸关的；有活力的 n.(Vital)人名；(法、德、意、俄、葡)维塔尔；(西)比塔尔

584 voice 1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585 waiting 1 ['weitiŋ] n.等待；服侍 adj.等待的；服侍的 v.等待；伺候（wait的ing形式）；延缓 n.(Waiting)人名；(英)韦廷

586 walking 1 ['wɔ:kiŋ] n.步行；散步 v.步行（walk的ing形式） adj.步行的

587 want 2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
5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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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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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0 wash 1 [wɔʃ, wɔ:ʃ] n.洗涤；洗的衣服；化妆水；冲积物 vt.洗涤；洗刷；冲走；拍打 vi.洗澡；被冲蚀 n.(Wash)人名；(英)沃什；
(尼日利)瓦什

591 waste 3 [weist] n.浪费；废物；荒地；损耗；地面风化物 vt.浪费；消耗；使荒芜 vi.浪费；变消瘦；挥霍钱财 adj.废弃的；多余
的；荒芜的

5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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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3 watched 1 英 [wɒtʃ] 美 [wɑ tːʃ] v. 注视；看守；观看 n. 手表；监视；看守；值班

594 waterway 1 ['wɔ:təwei, 'wɔ-] n.航道；水路；排水沟

595 waterways 1 ['wɔː təweɪz] n. 排水沟

5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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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7 we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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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8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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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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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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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2 w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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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3 when 6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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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5 which 4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606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607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608 wide 2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609 w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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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0 William 1 ['wiljəm] n.威廉（男子名）；钞票，纸币

611 winds 1 ['waɪndz] [ win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612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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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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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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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5 wor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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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6 world 6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617 written 1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
618 yard 1 [jɑ:d] n.院子；码（英制中丈量长度单位，1码=3英尺）；庭院；帆桁 vt.把…关进或围在畜栏里 n.(Yard)人名；(英)亚德

619 yeah 1 [jεə] adv.是 int.是

620 years 4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621 York 2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622 Yorker 1 ['jɔ:kə] n.（板球）击球棒下面通过的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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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4 your 5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625 YouTube 1 英 ['ju tːjuːb] 美 ['ju tːuːb] n.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

626 zebras 1 ['zɪbrəz] n. 斑马；斑马纹 名词zebra的复数形式.

627 zone 1 [zəun] n.地带；地区；联防 vi.分成区 vt.使分成地带；环绕 n.(Zone)人名；(塞)佐内

628 zoo 6 [zu:] n.动物园 n.(Zoo)人名；(朝)朱；(阿拉伯)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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