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3-30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4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2 accept 1 [ək'sept] vt.接受；承认；承担；承兑；容纳 vi.承认；同意；承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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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5 additional 3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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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frica 4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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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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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lert 1 [ə'lə:t] vt.警告；使警觉，使意识到 adj.警惕的，警觉的；留心的 n.警戒，警惕；警报 n.(Alert)人名；(西)阿莱尔特

12 Algeria 2 [æl'dʒiəriə] n.阿尔及利亚（北非国家）

13 alive 1 [ə'laiv] adj.活着的；活泼的；有生气的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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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llah 1 ['ælə] n.阿拉；真主

16 allies 1 ['ælaiz] n.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同盟国；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协约国

17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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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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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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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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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n 7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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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nd 3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6 announce 1 [ə'nauns] vt.宣布；述说；预示；播报 vi.宣布参加竞选；当播音员

27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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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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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30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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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pproved 1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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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rea 3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35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36 argued 1 英 ['ɑːɡju ]ː 美 ['ɑ rːɡju ]ː v. 说服；争论；辩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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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artwork 1 ['ɑ:twə:k] n.艺术品；插图；美术品

39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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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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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1 atten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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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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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auction 1 ['ɔ:kʃən] vt.拍卖；竞卖 n.拍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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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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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e 10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7 beans 1 ['biː nz] n. 豆；豆形果实 名词bean的复数形式.

4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49 becomes 1 [bɪ'kʌm] v. 变成；成为；变得；适合（某人）；使（人）显得漂亮

50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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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begin 2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53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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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bi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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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bizarre 1 [bi'zɑ:] adj.奇异的（指态度，容貌，款式等）

57 blink 1 [bliŋk] vt.眨眼；使…闪烁 vi.眨眼；闪烁 n.眨眼；瞬间；闪光 n.(Blink)人名；(德)布林克

58 boko 3 ['bəukəu] n.鼻子 n.(Boko)人名；(塞)博科

59 books 1 ['bʊks] n. 帐目；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.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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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brothers 1 英 ['brʌðə(r)] 美 ['brʌðər] n. 兄弟；教友；同胞；<俚>老兄

62 bu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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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b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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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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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ampus 3 ['kæmpəs] n.（大学）校园；大学，大学生活；校园内的草地 n.(Campus)人名；(英)坎帕斯；(意、罗)坎普斯；(法)康皮
斯

67 campuses 2 ['kæmpəs] n. 校园；场地 adj. 校园的

68 can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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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car 1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70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71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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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74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75 chancellor 1 ['tʃɑ:nsələ, 'tʃæn-] n.总理（德、奥等的）；（英）大臣；校长（美国某些大学的）；（英）大法官；（美）首席法官
n.(Chancellor)人名；(英)钱塞勒

76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77 children 2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78 choice 1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79 CIA 1 [ˌsiː aɪ'eɪ] abbr. 中央情报局(=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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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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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clip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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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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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colleges 1 ['kɒlɪdʒɪz] 高校

85 combination 1 [,kɔmbi'neiʃən] n.结合；组合；联合；[化学]化合

86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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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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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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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commitment 1 [kə'mitmənt] n.承诺，保证；委托；承担义务；献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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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concrete 1 [kən'kri:t, 'kɔnkri:t] adj.混凝土的；实在的，具体的；有形的 vi.凝结 vt.使凝固；用混凝土修筑 n.具体物；凝结物

92 Congo 1 ['kɔŋgəu] n.刚果（位于非洲中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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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corona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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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95 corruption 1 [kə'rʌpʃən] n.贪污，腐败；堕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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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counseling 1 ['kaunsəliŋ] n.咨询服务 v.建议；劝告；商讨（counsel的ing形式）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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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county 1 ['kaunti] n.郡，县

100 courts 1 英 [kɔː t] 美 [kɔː rt] n. 法院；庭院；宫廷；球场；奉承 v. 献殷勤；追求；招致；设法获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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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creates 2 [kri'ː eɪts] n. 创立 创建.

103 creeks 1 n.<英>小湾( creek的名词复数 ); 小港; <美>小河; 小溪

104 crime 1 [kraim] n.罪行，犯罪；罪恶；犯罪活动 vt.控告……违反纪律

105 deadly 2 ['dedli] adj.致命的；非常的；死一般的 adv.非常；如死一般地

106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
西)迪尔

107 decisions 1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
108 democratic 1 [,demə'krætik,-kəl] adj.民主的；民主政治的；大众的

109 densely 1 [densli] adv. 密集地；浓厚地

110 desert 1 ['dezət] vt.遗弃；放弃；逃跑 vi.遗弃；开小差；逃掉 n.沙漠；荒原；应得的赏罚 adj.沙漠的；荒凉的；不毛的

111 despite 1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
112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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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digital 2 ['didʒitəl] adj.数字的；手指的 n.数字；键

115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116 displaced 1 [dis'pleist] adj.无家可归的；位移的；被取代的 n.无家可归者 v.取代（displace的过去分词）；移动…的位置；撤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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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do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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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doing 2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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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1 download 1 [,daʊn'lod] vt.[计]下载

122 dream 1 [dri:m] vi.梦想；做梦，梦见；想到 n.梦想，愿望；梦 vt.梦想；做梦；想到 adj.梦的；理想的；不切实际的

123 drug 1 [drʌg] n.药；毒品；麻醉药；滞销货 vt.使服麻醉药；使服毒品；掺麻醉药于 vi.吸毒 n.(Drug)人名；(罗)德鲁格

124 drugs 2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
125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126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127 eating 1 ['i:tiŋ] adj.侵蚀的；可生食的；进餐用的 n.吃；食物 v.吃（ea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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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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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130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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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employers 1 [ɪmp'lɔɪəz] 用人单位

133 encouraged 1 英 [ɪn'kʌrɪdʒd] 美 [ɪn'kɜ ɪːdʒd] adj. 被鼓励的 v. 鼓励；促进；支持（动词encour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34 en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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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enrolls 1 v.[亦作enrol]( enroll的第三人称单数 ); 登记，招收，使入伍（或入会、入学等），参加，成为成员; 记入名册; 卷起，
包起

136 entire 2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
137 estimates 1 ['estɪməts] n.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.

138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39 ethnicity 1 [eθ'nisəti] n.种族划分

140 eve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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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everyday 1 ['evridei] adj.每天的，日常的 n.平时；寻常日子

142 everyone 2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143 examples 1 [ɪɡ'zɑːmplz] n.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.

144 exceptions 1 [ɪk'sepʃənz] n. 例外 名词exception的复数形式.

145 exemption 1 [ig'zempʃən] n.免除，豁免；免税

146 experimental 1 [ek,speri'mentəl, ek's-] adj.实验的；根据实验的；试验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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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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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ey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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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faculty 1 ['fækəlti] n.科，系；能力；全体教员

151 fall 2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152 farmland 1 ['fɑ:mlænd] n.农田

153 FDA 1 [ˌefdiː 'eɪ] abbr. 食品及药物管理局(=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)

154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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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female 3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157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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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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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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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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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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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flash 11 [flæʃ] vt.使闪光；反射 n.闪光，闪现；一瞬间 vi.闪光，闪现；反射 adj.闪光的，火速的 n.(Flash)人名；(西)弗拉什

164 floo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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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flooding 6 ['flʌdiŋ] n.泛滥；产后出血

166 floods 2 [flʌd] v. 淹没；充满 n. 洪水

167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68 foot 1 [fut] n.脚；英尺；步调；末尾 vi.步行；跳舞；总计 vt.支付；给……换底 n.(Foot)人名；(英)富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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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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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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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formally 1 ['fɔ:məli] adv.正式地；形式上

173 foundation 3 [faun'deiʃən] n.基础；地基；基金会；根据；创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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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75 fungible 1 ['fʌndʒibl] adj.代替的；可取代的 n.代替物

176 funneled 1 ['fʌnəld] adj. 漏斗形的； 有漏斗的； 有 ... 烟囱的 动词funn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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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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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get 4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80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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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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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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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g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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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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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go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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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Goya 1 ['gɔ:ja:] n.戈雅（西班牙画家）

188 grassy 1 ['grɑ:si] adj.长满草的；草绿色的 n.(Grass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格拉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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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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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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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grown 1 [grəun] adj.长大的；成年的；长满某物的 v.生长；变成；栽培（grow的过去分词）

193 guess 2 [ges] vt.猜测；认为；推测；猜中 vi.猜；推测；猜中 n.猜测；推测 n.(Guess)人名；(英)格斯；(德)居斯

194 hail 1 n.冰雹；致敬；招呼；一阵 vt.致敬；招呼；向...欢呼；猛发；使像下雹样落下（过去式hailed，过去分词hailed，现在分词
hailing，第三人称单数hails） vi.招呼；下雹 int.万岁；欢迎 n.(Hail)人名；(阿拉伯、捷)海尔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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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97 haram 3 ['hεərəm] n.女眷；闺房 n.(Haram)人名；(罗、瑞典)哈拉姆

198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199 has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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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have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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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haven 1 ['heivən] n.港口；避难所，安息所 vt.为……提供避难处；安置……于港中 n.(Haven)人名；(英)黑文

202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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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hectors 1 英 ['hektə(r)] 美 ['hektər] n. 赫克托(①男子名 ②荷马史诗《伊利亚特》中的一勇士名) hector. v. 威吓；恐吓 n. 恃强凌弱的
人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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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6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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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hero 2 ['hiərəu] n.英雄；男主角，男主人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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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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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12 home 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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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215 human 2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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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 humanoid 1 ['hju:mənɔid] adj.像人的 n.类人动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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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hurricanes 1 ['hʌrikənz] n. 飓风（名词hurricane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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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if 5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21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222 in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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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3 inaudible 33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
224 inch 2 [intʃ] n.英寸；身高；少许 vt.使缓慢地移动 vi.慢慢前进 n.(Inch)人名；(英)英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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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227 informed 1 [in'fɔ:md] adj.消息灵通的；见多识广的 v.通知；使了解；提供资料（inform的过去分词）

228 interpretation 1 [in,tə:pri'teiʃən] n.解释；翻译；演出

229 int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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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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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Islamic 2 [iz'læmik] adj.穆斯林的；伊斯兰教的

232 issued 1 ['ɪʃu ]ː n. 议题；问题；期刊号；一次发行额；发行；<律>子女 v. 发表；公布；正式发给；发行；流出

233 it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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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its 8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35 jersey 1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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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keeps 1 ['kiː ps] n. 生计；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.

238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9 kidding 1 ['kɪdɪŋ] n. 开玩笑 n. 产羔 动词kid的现在分词.

240 kidnapped 1 adj. 被绑架的 动词kidna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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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kill 1 [kil] vt.杀死；扼杀；使终止；抵消 vi.杀死 n.杀戮；屠杀 adj.致命的；致死的 n.(Kill)人名；(德)基尔

243 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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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largest 5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246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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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248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249 leadership 1 ['li:dəʃip] n.领导能力；领导阶层

250 leads 1 ['ledz] n.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.

251 legally 2 ['li:gəli] adv.合法地；法律上

252 lemon 1 ['lemən] adj.柠檬色的 n.柠檬 n.(Lemon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、瑞典)莱蒙；(法)勒蒙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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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liberties 1 英 ['lɪbəti] 美 ['lɪbərti] n. 自由；自由权；冒失

255 lightening 1 v.减轻（lighten的ing形式）；发光 n.孕腹轻松

256 like 2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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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l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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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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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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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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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264 mal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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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man 1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266 mandatory 1 ['mændətəri:, -,tɔ:ri] adj.强制的；托管的；命令的 n.受托者（等于mandatary）

267 march 2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268 marlboro 2 n.万宝路（美国香烟品牌） abbr.男人们离不开女人的爱。（万宝路香烟：
ManAlwaysRememberLove，BecauseOfRomanceOnly.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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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Massachusetts 1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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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m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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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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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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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middle 2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276 militants 1 n.激进分子，好斗分子( militant的名词复数 )

277 military 2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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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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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Monet 1 n.莫奈（人名，法国画家）

281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82 mo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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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morning 4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
284 mo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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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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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mountainous 1 ['mauntinəs] adj.多山的；巨大的；山一般的

287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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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mustapha 6 穆斯塔法

290 m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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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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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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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294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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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97 Nigeria 4 [nai'dʒiəriə] n.尼日利亚（位于非洲）

298 Nigerian 1 [nai'dʒiəriən] n.尼日利亚人 adj.尼日利亚的；尼日利亚人的

299 nigerians 1 尼日利亚人

300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301 no 2 [nəu] adv.不 adj.没有；不是 n.不；否决票 abbr.数字（number）；元素锘（nobelium）的符号 n.(No)人名；(柬)诺；(越)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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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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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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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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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nutrition 1 [nju:'triʃən] n.营养，营养学；营养品

307 of 3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08 off 6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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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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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okey 1 英 ['əʊ'keɪ] 美 ['oʊ'keɪ] adj. 好；对；行 adv. 好；对；可以 n. 同意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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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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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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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or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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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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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orphan 2 ['ɔ:fən] adj.孤儿的；无双亲的 n.孤儿 vt.使成孤儿

319 orphaned 1 英 ['ɔː fn] 美 ['ɔː rfn] n. 孤儿 adj. 孤儿的 vt. 成孤儿

320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321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22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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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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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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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painting 2 ['peintiŋ] n.绘画；油画；着色 v.绘画（paint的ing形式）；涂色于 n.(Painting)人名；(英)佩因廷

326 paints 1 [peɪnts] n. 颜料；油漆 名词paint的复数形式.

327 panthers 1 n. 美洲黑豹队

328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329 participate 1 vi.参与，参加；分享 vt.分享；分担 [过去式participated过去分词participated现在分词participating]

330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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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333 paying 1 ['pei'ŋ] adj.支付的；赢利的；合算的 n.支付；填缝；放送绳链 v.支付；报答（pay的ing形式）

334 pays 1 n.（法）国家；[劳经]报酬（pay的复数） v.支付（pay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ays)人名；(法)佩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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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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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permission 1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
338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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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plus 1 [plʌs] n.正号，加号；好处；附加额 adj.正的；附加的 prep.加，加上 n.(Plus)人名；(德)普卢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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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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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population 2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344 portrait 2 ['pɔ:trit, -treit, 'pəu-] n.肖像；描写；半身雕塑像 n.(Portrait)人名；(法)波特雷

345 poverty 1 ['pɔvəti] n.贫困；困难；缺少；低劣

346 precipitation 1 n.[化学]沉淀，[化学]沉淀物；降水；冰雹；坠落；鲁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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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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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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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progress 2 ['prəugres, 'prɔ-, prəu'gres] n.进步，发展；前进 vi.前进，进步；进行 n.(Progress)人名；(赞)普罗格雷斯

351 promise 1 ['prɔmis] n.许诺，允诺；希望 vt.允诺，许诺；给人以…的指望或希望 vi.许诺；有指望，有前途

352 proof 1 [pru:f] n.证明；证据；校样；考验；验证；试验 adj.防…的；不能透入的；证明用的；耐…的 vt.试验；校对；使不被穿
透

353 protected 1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
354 protecting 1 [prə'tektiŋ] adj.保护的；防护的 v.保护；防护（protect的ing形式）

355 prove 1 [pru:v] vt.证明；检验；显示 vi.证明是

356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357 prowess 1 ['prauis] n.英勇；超凡技术；勇猛

358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359 quickly 2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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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rainfall 1 ['reinfɔ:l] n.降雨；降雨量

362 re 2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363 read 1 [ri:d] vt.阅读；读懂，理解 vi.读；读起来 n.阅读；读物 adj.有学问的 n.(Read)人名；(英)里德

364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365 recor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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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recover 1 [ri'kʌvə] vt.恢复；弥补；重新获得 vi.恢复；胜诉；重新得球 n.还原至预备姿势 n.(Recover)人名；(西)雷科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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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relationship 1 [ri'leiʃənʃip] n.关系；关联

369 religious 1 [ri'lidʒəs] adj.宗教的；虔诚的；严谨的；修道的 n.修道士；尼姑

370 remember 1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
371 republic 1 [ri'pʌblik] n.共和国；共和政体

372 request 1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
373 require 4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374 required 3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375 requirements 1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376 requires 1 英 [rɪ'kwaɪə(r)] 美 [rɪ'kwaɪər] v. 要求；需要；命令；规定

3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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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rice 1 [rais] n.稻；米饭 vt.把…捣成米糊状 n.(Rice)人名；(瑞典)里瑟；(塞)里采；(英)赖斯

3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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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381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382 Rivers 3 ['rivə:s] n.里弗斯（人名）；河流州（尼日利亚州名）；河水钻

383 road 1 [rəud] n.公路，马路；道路；手段 vt.（狗）沿臭迹追逐（猎物） adj.（美）巡回的 n.(Road)人名；(英)罗德

3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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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robot 4 ['rəubɔt, -bət, 'rɔbət] n.机器人；遥控设备，自动机械；机械般工作的人

386 rolled 1 [rəuld] adj.轧制的；滚制的 v.使…转动；摇摆（roll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

387 rule 2 [ru:l] vi.统治；管辖；裁定 n.统治；规则 vt.统治；规定；管理；裁决；支配 n.(Rule)人名；(英)鲁尔；(塞)鲁莱

388 run 1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
389 runoff 1 ['rʌnɔf, -ɔ:f] n.[水文]径流；决赛；流走的东西 adj.决胜的

390 rus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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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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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1 rutgers 8 n.罗格斯大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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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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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saturated 1 ['sætʃəreitid] adj.饱和的；渗透的；深颜色的 v.使渗透，使饱和（saturate的过去式）

395 Saturday 1 ['sætədi; -dei] n.星期六

3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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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398 school 4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3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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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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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seep 1 [si:p] vi.漏；渗出 n.小泉；水陆两用的吉普车

402 semester 1 [si'mestə] n.学期；半年

403 senior 1 ['si:njə] adj.高级的；年长的；地位较高的；年资较深的，资格较老的 n.上司；较年长者；毕业班学生 n.(Senior)人名；
(英)西尼尔

4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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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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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setting 1 ['setiŋ] n.环境；安装；布置；[天]沉落 v.放置；沉没；使…处于某位置（set的ing形式）

407 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408 shared 1 英 [ʃeəd] 美 [ʃerd] adj. 共享的；共用的 v. 分享，共享；分配；共有（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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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sh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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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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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sisters 1 ['sɪstəz] 名词sister的复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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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s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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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6 soak 1 [səuk] vt.吸收，吸入；沉浸在（工作或学习中）；使……上下湿透 vi.浸泡；渗透 n.浸；湿透；大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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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soil 2 [sɔil] n.土地；土壤；国家；粪便；务农；温床 vt.弄脏；污辱 vi.变脏

419 some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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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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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sort 1 [sɔ:t] n.种类；方式；品质 vi.分类；协调；交往 vt.将…分类；将…排序；挑选出某物

422 stance 1 [stɑ:ns, stæns] n.立场；姿态；位置；准备击球姿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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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sta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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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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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6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427 st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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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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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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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streams 1 [st'riː mz] n. 流；溪流 名词stream的复数形式.

431 strike 1 [straik] vi.打，打击；罢工；敲，敲击；抓；打动；穿透 vt.打，击；罢工；撞击，冲击；侵袭；打动；到达 n.罢工；打
击；殴打 n.(Strike)人名；(英)斯特赖克

432 strongly 1 ['strɔŋli, 'strɔ:ŋ-] adv.强有力地；坚强地；激烈地；气味浓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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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3 struggles 1 ['strʌɡl] vi. 努力；奋斗；斗争；挣扎 n. 斗争；竞争；奋斗

4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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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35 students 8 [st'juːdnts] 学生

436 Sudan 1 [su:'dæn] n.苏丹（非洲国家）

437 suppor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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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8 survivors 1 [sə'vaɪvəz] 幸存者（survivor的复数）

439 swee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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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0 swell 1 [swel] vi.膨胀；肿胀；隆起 vt.使膨胀；使隆起 n.肿胀；隆起 adj.漂亮的；一流的 n.(Swell)人名；(英)斯韦尔

4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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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teach 2 [ti:tʃ] vt.教；教授；教导 vi.教授；讲授；当老师 n.(Teach)人名；(英)蒂奇

443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444 Tennessee 3 [,teni'si:] n.田纳西州（美国州名）

445 term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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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6 terrain 1 [te'rein, tə-, 'terein] n.[地理]地形，地势；领域；地带

447 terrorism 1 ['terərizəm] n.恐怖主义；恐怖行动；恐怖统治

448 terrorist 1 ['terərist] n.恐怖主义者，恐怖分子

4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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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50 tha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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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that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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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2 the 6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453 their 2 [ðεə, 弱ðər] pron.他们的，她们的；它们的 n.(Their)人名；(英)蒂尔；(芬、瑞典)泰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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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5 then 4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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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7 they 1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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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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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60 this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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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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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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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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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4 to 3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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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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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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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token 2 ['təukən] n.表征；代币；记号 adj.象征的；表意的；作为对某事的保证的 vt.象征；代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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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9 tornadoes 1 英 [tɔː 'neɪdəʊ] 美 [tɔː r'neɪdoʊ] n. 龙卷风；飓风；旋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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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1 trigger 1 ['trigə] vt.引发，引起；触发 vi.松开扳柄 n.扳机；[电子]触发器；制滑机 n.(Trigger)人名；(英)特里杰

472 triggered 1 ['trigəd] adj.触发的；起动的；有扳机的 v.引起；引爆（trigger的过去分词）；扣…的扳机

473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474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
475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
476 tutor 1 ['tju:tə] vt.辅导；约束 n.导师；家庭教师；助教 vi.当家庭教师；（美）在家庭教师指导下学习

477 tutors 1 英 ['tju tːə(r)] 美 ['tu tːər] n. 家庭教师；导师 v. 指导；当家庭教师；当导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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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8 uncertainty 1 [,ʌn'sə:tənti] n.不确定，不可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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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0 universities 1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 rːsəti] n. 大学

481 university 3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482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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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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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4 uprising 1 ['ʌp,raiziŋ] n.起义；升起 adj.升起的 v.起义（uprise的ing形式）；升起

485 us 2 pron.我们

4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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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488 vaccinated 3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489 vaccinations 1 接种

490 vaccine 6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491 vaccines 4 疫苗程序

492 valleys 1 ['væli] n. 山谷；溪谷；流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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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ve 4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495 very 1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
496 video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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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7 virus 3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4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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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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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0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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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2 water 5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
503 waterlogged 1 ['wɔ:təlɔgd, 'wɔ-, -lɔ:gd] adj.涝的；浸满水的，吸饱水的 v.进水；浸满水（waterlog的过去分词）

504 w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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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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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6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507 weath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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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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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9 we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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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0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5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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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2 when 3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513 where 5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514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515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516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517 widely 1 ['waidli] adv.广泛地

518 wi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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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9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520 with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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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1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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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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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3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524 you 10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525 your 4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526 yourself 1 [jɔ:'self, juə-, jə-] pron.你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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