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4-06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del 1 n. 阿卜杜勒

2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3 abo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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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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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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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ctors 1 ['æktəz] n.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.

7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8 added 3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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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ddressing 1 [ə'drəsiŋ] n.寻址，定址；访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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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gainst 3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3 a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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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go 2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15 aired 2 英 [eə(r)] 美 [er] n. 空气；天空；空中；感觉；神态；曲调；装腔作势 v. 晾干；使通风；广播

16 al 1 [ɑ:l] abbr.美国联盟（AmericanLeague）；美国军团（AmericanLegion）；阿尔巴尼亚（Albania，欧洲一国家名）；美国亚拉
巴马州（Alabama） n.(Al)人名；(英)阿尔(Albert在美国的昵称)

17 Alexandria 2 [,ælig'zɑ:ndriə] n.亚历山大港（位于埃及）；亚历山大市（美国弗吉尼亚一城市）；亚历山大大帝

18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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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lmond 1 ['ɑ:mənd] n.扁桃仁；扁桃树 n.(Almond)人名；(英)阿尔蒙德；(法)阿尔蒙

20 almost 2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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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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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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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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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n 7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6 analysts 1 ['ænəlɪsts] n. 分析员 名词analyst的复数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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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ncient 2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29 and 4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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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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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pproaching 1 [ə'prəutʃiŋ] v.接近（approach的ing形式）；[航]进场；侵入

33 appropriate 2 adj.适当的；恰当的；合适的 vt.占用，拨出

34 April 2 ['eiprəl] n.四月

35 ar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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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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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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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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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 attend 1 [ə'tend] vt.出席；上（大学等）；照料；招待；陪伴 vi.出席；致力于；照料；照顾

40 attic 1 ['ætik] n.阁楼；顶楼；鼓室上的隐窝

41 attracting 1 [ə'trækt] v. 吸引；引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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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August 2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43 authorities 1 [ɔː 'θɒrɪtɪs] n. 当局；官方 名词authority的复数形式.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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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ad 2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46 bar 1 n.条，棒；酒吧；障碍；法庭 vt.禁止；阻拦 prep.除……外 n.(Bar)人名；(阿拉伯、德、法、俄、罗、捷、波、葡、以)巴
尔

47 barges 1 英 [bɑːdʒ] 美 [bɑ rːdʒ] n. 驳船 vi. 猛撞；冲；闯 vt. 以驳船载运

48 bars 1 [bɑːz] n. 马齿龈 名词bar的复数形式.

49 bask 1 [bɑ:sk, bæsk] vi.晒太阳；取暖；愉快或舒适 vt.使…晒太阳；使暖和而舒适 n.(Bask)人名；(芬)巴斯克

50 be 7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51 because 6 [bi'kɔz] conj.因为

52 become 2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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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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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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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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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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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60 behavior 1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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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best 2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63 biggest 2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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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bite 2 [bait] vt.咬；刺痛 n.咬；一口；咬伤；刺痛 vi.咬；刺痛 abbr.机内测试设备（Built-InTestEquipment） n.(Bite)人名；(匈)比泰

66 bittersweet 1 ['bitəswi:t] adj.苦乐参半的；又苦又甜的 n.又苦又甜的东西；蜀羊泉

67 blockbuster 1 ['blɔk,bʌstə] n.轰动；巨型炸弹；一鸣惊人者

68 Boer 1 ['bəuə; bɔ:] adj.荷裔南非人的；布尔的 n.布尔人

69 booming 1 ['bu:miŋ] adj.兴旺的，繁荣的；大受欢迎的 v.兴旺（boom的ing形式）；发出隆隆声

70 booster 1 ['bu:stə] n.升压机；支持者；扩爆器

71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72 brings 1 [brɪŋz] v. 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劝诱（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73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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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busy 1 ['bizi] adj.忙碌的；热闹的；正被占用的 vt.使忙于 n.(Busy)人名；(匈)布希；(法)比西

76 but 9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
77 butterfingers 1 ['bʌtəfiŋgəz] n.容易掉球的人；手脚笨拙的人

78 by 4 prep.通过；被；依据；经由；在附近；在……之前 adv.通过；经过；附近；[互联网]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

79 Cairo 3 ['kaiərəu] n.开罗（埃及首都）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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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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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capital 5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
83 capsules 1 ['kæpsju lː] n. 胶囊；太空舱；荚膜；概要 v. 概括；装入胶囊 adj. 精简的；微型的

84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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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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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cases 9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87 categorized 1 ['kætəɡəraɪz] v. 分类

88 cause 3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89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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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
92 challenges 1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
93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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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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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chariots 1 ['tʃæriət] n. 二轮战车 v. 驾驭战车

97 chocolate 2 ['tʃɔkəlit] n.巧克力，巧克力糖；巧克力色 adj.巧克力色的；巧克力口味的 n.(Chocolate)人名；(葡)绍科拉特

98 chunky 1 ['tʃʌŋki] adj.矮胖的；粗短的；厚实的

99 Cities 2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100 citizens 1 ['sɪtɪzənz] 公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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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civilization 1 [,sivilai'zeiʃən, -li'z-] n.文明；文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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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climb 1 [klaim] vi.爬；攀登；上升 vt.爬；攀登；上升 n.爬；攀登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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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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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closures 1 英 ['kləʊʒə(r)] 美 ['kloʊʒər] n. 关闭；关口；讨论终结；终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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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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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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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梅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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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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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114 concern 3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
115 concerned 2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116 concerning 1 [kən'sə:niŋ] prep.关于；就…而言 v.涉及；使关心（concern的ing形式）；忧虑

117 concerns 1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118 construction 1 [kən'strʌkʃən] n.建设；建筑物；解释；造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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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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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coronavirus 6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122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
123 costumed 1 英 ['kɒstjuːm] 美 ['kɑːstuːm] n. 服装；剧装 vt. 提供服装；为 ... 设计服装 adj. 服装打扮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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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countr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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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covid 1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27 crawling 1 n.表面涂布不匀；收缩龟裂 n.爬行

128 crop 1 [krɔp] n.产量；农作物；庄稼；平头 vt.种植；收割；修剪；剪短 vi.收获

129 crowd 1 [[kraud] n.群众,一伙;一堆,许多,大众 v.拥挤,挤满,挤进 vt.挤满,将...塞进;催促,催逼 vi.挤,拥挤,聚集

130 crowding 2 [krɑʊdɪŋ] n. 拥挤 动词crowd的现在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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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crumbled 1 ['krʌmbl] v. 崩溃；弄碎；破灭

132 crunch 1 [krʌntʃ] n.咬碎，咬碎声；扎扎地踏 vt.压碎；嘎扎嘎扎的咬嚼；扎扎地踏过 vi.嘎吱作响地咀嚼；嘎吱嘎吱地踏过

133 curfew 1 ['kə:fju:] n.宵禁；宵禁令；晚钟；打晚钟时刻

134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135 daily 2 ['deili] adj.日常的；每日的 n.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日常地；每日；天天 n.(Daily)人名；(英)戴利

136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137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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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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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decreased 1 [dɪ'kriː s] v. 减少；减小；降低 n. 减少；降低

142 deep 1 [di:p] n.深处；深渊 adj.深的；低沉的；深奥的 adv.深入地；深深地；迟 n.(Deep)人名；(英)迪普

143 Delhi 1 ['deli] n.德里（印度城市名）

144 democracy 1 [di'mɔkrəsi] n.民主，民主主义；民主政治

145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146 devotees 1 n.热爱者( devotee的名词复数 )

147 discovered 1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
148 discovery 1 [dis'kʌvəri] n.发现，发觉；被发现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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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display 1 [,dis'plei] n.显示；炫耀 vt.显示；表现；陈列 vi.[动]作炫耀行为 adj.展览的；陈列用的

151 distance 2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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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doctors 2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154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55 dollar 1 ['dɔlə] n.美元 n.(Dollar)人名；(英)多拉尔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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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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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8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159 downed 1 ['daʊnd] adj. 击落的；击倒的 动词dow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60 draw 1 [drɔ:] vt.画；拉；吸引 vi.拉；拖 n.平局；抽签 n.(Draw)人名；(英)德劳

161 dropping 1 ['drɔpiŋ] n.落下；空投；滴下物 v.落下；退出（drop的ing形式）；滴入；随口漏出

162 drugs 1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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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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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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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economists 1 [ɪ'kɒnəmɪsts] 经济理论界

167 economy 6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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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Egypt 11 ['i:dʒipt] n.埃及（非洲国家）

170 Egyptian 3 [i'dʒipʃən] adj.埃及的；埃及人的 n.埃及人；古代埃及语

171 eighteen 1 ['ei'ti:n] n.十八，十八个 adj.十八个的，十八的 num.十八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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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eleven 1 [i'levən] n.十一；十一个 adj.十一的；十一个的 num.十一；十一个

174 embodying 1 英 [ɪm'bɒdi] 美 [ɪm'bɑːdi] vt. 使具体化；包含；代表，体现；使(精神)肉体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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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 employers 1 [ɪmp'lɔɪəz] 用人单位

176 employment 1 [im'plɔimənt] n.使用；职业；雇用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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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enough 2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179 epic 1 ['epik] adj.史诗的，叙事诗的 n.史诗；叙事诗；史诗般的作品

180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81 eternal 1 [i'tə:nəl] adj.永恒的；不朽的

182 event 3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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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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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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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187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188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189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190 experimenting 1 [ɪk'sperɪmənt] n. 试验；实验；尝试 vi. 尝试；做实验

191 experts 4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92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93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194 fascinating 1 ['fæsineitiŋ] adj.迷人的；吸引人的；使人神魂颠倒的 v.使…着迷；使…陶醉（fascinate的ing形式）

195 fatigue 1 [fə'ti:g] n.疲劳，疲乏；杂役 vt.使疲劳；使心智衰弱 vi.疲劳 adj.疲劳的

196 featured 1 ['fi:tʃəd] adj.特定的；被作为特色的；有…的面貌特征的 v.使…有特色；起重要作用（feature的过去分词）

197 February 2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98 female 2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199 festivals 1 岁时节庆

200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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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fighting 1 ['faitiŋ] adj.战斗的；好战的；适于格斗的 n.战斗，搏斗 v.奋斗（fight的ing形式）；打仗；与…进行拳击

203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204 fin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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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fin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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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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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it 1 ['fit] vt.安装；使……适应；使……合身；与……相符 vi.符合，配合；适合；合身 adj.健康的；合适的；恰当的；准备好的
n.合身；发作；痉挛 n.(Fit)人名；(捷、罗)菲特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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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flat 1 adj.平的；单调的；不景气的；干脆的；平坦的；扁平的；浅的 adv.（尤指贴着另一表面）平直地；断然地；水平地；直
接地，完全地 n.平地；公寓；平面 vt.使变平；[音乐]使（音调）下降，尤指降半音 vi.逐渐变平；[音乐]以降调唱（或奏）
n.（法）弗拉特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弗莱特（人名）

210 flu 2 [flu:] n.流感 n.(Flu)人名；(法)弗吕

211 folks 2 ['fəʊks] n. 人们；家人；父母 名词folk的复数形式.

212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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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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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forward 1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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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from 1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18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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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9 fun 1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
220 gains 2 ['ɡeɪnz] n. 收益 名词gain的复数形式.

221 gatherings 1 ['ɡæðərɪŋz] n. 聚集，集会（名词gathering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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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gift 1 [gift] n.礼物；天赋；赠品 vt.赋予；向…赠送 n.(Gift)人名；(英)吉夫特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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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glory 1 ['glɔ:ri] n.光荣，荣誉；赞颂 vi.自豪，骄傲；狂喜 n.(Glory)人名；(法)格洛里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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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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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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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golden 1 ['gəuldən] adj.金色的，黄金般的；珍贵的；金制的 n.(Golden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、德、瑞典)戈尔登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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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goodbar 1 n. 古德巴

232 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233 grand 1 [grænd] adj.宏伟的；豪华的；极重要的 n.大钢琴；一千美元 n.(Grand)人名；(法)格朗；(英、瑞典)格兰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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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grave 1 [greiv] adj.重大的；严肃的；黯淡的 n.墓穴，坟墓；死亡 vt.雕刻；铭记 n.(Grave)人名；(英)格雷夫；(德、瑞典)格拉
弗；(法)格拉夫；(俄、葡)格拉韦

236 gre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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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guidance 1 ['gaidəns] n.指导，引导；领导

238 guidelines 1 ['ɡaɪdlaɪnz] n. 指导方针；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.

239 had 4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
240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241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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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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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hav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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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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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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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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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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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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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hiring 1 ['haiəriŋ] n.雇用；租用 v.雇用（hir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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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254 horeb 1 ['hɔ:reb] n.何烈山（又作西奈山）

255 hospital 1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256 hospitality 1 [,hɔspi'tæləti] n.好客；殷勤

257 housing 1 ['hausiŋ] n.房屋；住房供给；[机]外壳；遮盖物；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

258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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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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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62 immunity 1 [i'mju:nəti] n.免疫力；豁免权；免除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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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imposed 1 英 [ɪm'pəʊz] 美 [ɪm'poʊz] v. 强加；课征；强迫；征收(税款)

265 in 5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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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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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incased 1 [ɪn'keɪst] adj. 装箱的 动词inc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68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69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270 India 9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271 Indian 1 ['indiən] adj.印度的；印第安人的；印第安语的 n.印度人；印第安人；印第安语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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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274 infection 1 [in'fekʃən] n.感染；传染；影响；传染病

275 infections 2 [ɪn'fekʃnz] n.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.

276 initial 1 [i'niʃəl] adj.最初的；字首的 vt.用姓名的首字母签名 n.词首大写字母

277 intended 1 [in'tendid] adj.故意的，有意的；打算中的 n.已订婚者 v.打算；准备（intend的过去分词）

278 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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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is 2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80 issue 1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
281 it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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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its 5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83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284 job 3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285 jobs 1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286 journey 1 ['dʒə:ni] n.旅行；行程 vi.旅行 n.(Journey)人名；(英)朱尼，朱妮(女名)

287 joy 1 [dʒɔi] n.欢乐，快乐；乐趣；高兴 vi.欣喜，欢喜 vt.高兴，使快乐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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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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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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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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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2 kilometer 1 ['kiləumi:tə] n.[计量]公里；[计量]千米（等于kilometre）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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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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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Kings 3 [kiŋz] n.《列王纪》（《圣经》中的篇章）

296 know 3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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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kumbh 1 [地名] 泉（布拉灰语）

299 labor 1 ['leibə] n.劳动；工作；劳工；分娩 vi.劳动；努力；苦干 vt.详细分析；使厌烦 n.(Labor)人名；(德、塞、法)拉博尔；(英)
拉博

300 lack 1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克；(匈)洛克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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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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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304 la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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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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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5 lasts 1 英 [lɑːst] 美 [læst] v. 持续；维持 adj. 最近的；上一个的；末尾的；最后的 adv. 最后；最近一次 n. 最后来的人（或发生的
事）；鞋楦(做鞋的模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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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least 2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308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309 leisure 1 ['lɛʒə] n.闲暇；空闲；安逸 adj.空闲的；有闲的；业余的 n.(Leisure)人名；(英)莱热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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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lights 1 [laits] n.灯光（light的复数）；（供食用的）家畜的肺脏 v.点亮（light的三单形式）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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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lined 2 [laɪnd] adj. 具线纹的；衬里的 动词l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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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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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located 2 英 [ləʊ'keɪtɪd] 美 ['loʊkeɪtɪd] adj. 处于；位于

317 lock 1 [lɔk] vt.锁，锁上；隐藏 vi.锁；锁住；卡住 n.锁；水闸；刹车 n.(Lock)人名；(英、丹、德、瑞典)洛克

318 lockdown 2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319 long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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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0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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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323 lo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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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325 lure 1 [ljuə] n.诱惑；饵；诱惑物 vt.诱惑；引诱 n.(Lure)人名；(英)卢尔

326 Luxor 1 ['lʌksɔ:] n.卢克索（埃及南部上埃及城镇，位于尼罗河畔）；埃及祖玛（游戏名）

327 Maharashtra 2 [,mɑ:hə'rɑ:ʃtrə] n.马哈拉施特拉邦（印度西部邦）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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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makers 1 n. 迈克（美国一家公司）

330 makes 2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331 mal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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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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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3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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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market 1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
336 masks 3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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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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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Mediterranean 2 [,meditə'reiniən] n.地中海 adj.地中海的

340 mela 1 n.梅拉（女子名）

341 memento 1 n.纪念品，引起回忆的东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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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mid 1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
344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345 million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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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347 ministry 1 ['ministri] n.（政府的）部门

348 modern 2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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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9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
350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351 month 5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352 more 7 [mɔ:] adv.更多；此外；更大程度地 adj.更多的；附加的 pron.更多的数量 n.更多 n.(More)人名；(英、法)莫尔；(意、西、
以)莫雷

353 Mounds 1 土丘 [建]土堆

354 mount 1 vt.增加；爬上；使骑上马；安装，架置；镶嵌，嵌入；准备上演；成立（军队等） vi.爬；增加；上升 n.山峰；底
座；乘骑用马；攀，登；运载工具；底座 n.（英）芒特（人名） v.登上；骑上

355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356 moving 2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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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multi 1 ['mʌlti] pref.多

359 Mumbai 4 [mʌm'bai] n.孟买（印度城市）

360 mummies 7 ['mʌmi] n. 木乃伊 n. 妈妈（=mommy<美>）

361 museum 3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362 mutates 2 英 [mju 'ːteɪt] 美 ['mju tːeɪt] vi. 变异；突变 vt. 使变异；使突变
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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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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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366 naturally 1 ['nætʃərəli] adv.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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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new 9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369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370 nex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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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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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nitrogen 1 ['naitrədʒən] n.[化学]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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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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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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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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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378 numb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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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occurred 1 [ə'kɜːd] adj. 发生的 动词occu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80 of 6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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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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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old 3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384 O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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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once 3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386 on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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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onl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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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open 2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389 openings 1 ['əʊpənɪŋz] n. 开口；开始；职位空缺；机遇 名词opening的复数形式.

390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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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1 orchestra 1 ['ɔ:kistrə, -kes-] n.管弦乐队；乐队演奏处

392 ordered 1 ['ɔ:dəd] adj.[数]有序的；整齐的；安排好的 v.命令；点餐（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93 organizers 1 ['ɔː ɡənaɪzəz] n. 组织者（organizer的复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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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4 original 1 [ə'ridʒənəl] n.原件；原作；原物；原型 adj.原始的；最初的；独创的；新颖的

395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96 o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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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outdoor 1 ['əutdɔ:] adj.户外的；露天的；野外的（等于out-of-door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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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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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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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parade 5 [pə'reid] n.游行；阅兵；炫耀；行进；阅兵场 vt.游行；炫耀；列队行进 vi.游行；炫耀；列队行进 n.(Parade)人名；
(法、德)帕拉德

402 parking 1 ['pɑ:kiŋ] n.停车 adj.停车的 v.停车（park的ing形式） n.(Parking)人名；(英)帕金

403 part 1 n.部分；角色；零件；一些；片段 vt.分离；分配；分开 vi.断裂；分手 adv.部分地 adj.部分的 n.(Part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帕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404 partial 1 ['pɑ:ʃəl] adj.局部的；偏爱的；不公平的

405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406 partly 2 ['pɑ:tli] adv.部分地；在一定程度上

407 past 2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4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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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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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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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percentage 2 [pə'sentidʒ] n.百分比；百分率，百分数
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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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Pharaoh 1 ['fεərəu] n.暴君；法老

414 pharaohs 1 n. 法老（Pharaoh的复数）

415 pieces 1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416 plac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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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poignant 1 ['pɔinjənt, 'pɔignənt] adj.尖锐的；辛酸的；深刻的；切中要害的 n.(Poignant)人名；(法)普瓦尼昂
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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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politicians 1 [pɒlɪ'tɪʃnz] 政治家

420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421 positions 1 [pə'ziʃənz] n.[水运]位置（position的复数）；定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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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predicted 1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
424 prefer 1 [pri'fə:] vt.更喜欢；宁愿；提出；提升 vi.喜欢；愿意

425 present 1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
426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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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procession 1 [prəu'seʃən] n.队伍，行列；一列，一排；列队行进 vi.列队行进 vt.沿著……行进

4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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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protect 2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431 protection 2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432 queen 1 [kwi:n] n.女王，王后；（纸牌中的）皇后；（蜜蜂等的）蜂王 vt.使…成为女王或王后 vi.做女王 n.(Queen)人名；(英)奎
因

433 Queens 3 n.皇后区；女王（queen的复数形式）

4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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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5 quickly 2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436 ramped 1 [ræmpt] adj. 倾斜的 动词ram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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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7 Ramses 1 ['ræmsi:z] n.拉美西斯（古埃及法老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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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9 re 5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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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received 2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442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4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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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4 reigned 1 [reɪn] n. 君主统治；在位期 v. 统治；支配

445 related 3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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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7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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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9 reminder 1 [ri'maində] n.暗示；提醒的人/物；催单

450 reopen 1 [,ri:'əupən] vt.使再开，使重开 vi.重开

451 repeatedly 1 [rɪ'piː tɪdli] adv. 重复地；再三地

452 repor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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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3 reported 2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454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55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456 restaurants 1 餐馆

457 resting 1 ['restiŋ] adj.静止的；休眠的 v.休息（rest的ing形式）

458 restrictions 2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459 retur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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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0 revive 1 [ri'vaiv] vi.复兴；复活；苏醒；恢复精神 vt.使复兴；使苏醒；回想起；重演，重播

461 richest 1 ['rɪtʃɪst] adj. 最富有的，最丰富的（形容词rich的最高级）

4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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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ri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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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4 rising 1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465 royal 1 ['rɔiəl] adj.皇家的；盛大的；女王的；高贵的；第一流的 n.王室；王室成员

466 royalty 2 ['rɔiəlti] n.皇室；版税；王权；专利税

4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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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8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4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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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0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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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2 seats 1 ['siː ts] n.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.

4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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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4 se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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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5 segment 1 ['segmənt, seg'ment, 'segment] vi.分割 n.段；部分 vt.分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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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7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478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479 serviceman 1 ['sə:vismæn, -mən] n.军人；维修人员

480 seti 1 abbr.对外星智能的探索（searchforextraterrestrialintelligence） n.(Seti)人名；(埃、刚(金))塞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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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1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482 sharper 1 ['ʃɑ:pə] n.骗子；赌棍；欺诈犯

483 shift 1 [ʃift] n.移动；变化；手段；轮班 vi.移动；转变；转换 vt.转移；改变；替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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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5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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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488 shutdowns 1 n.关闭，倒闭( shutdown的名词复数 )

489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490 significantly 1 adv.显著地；相当数量地

491 since 3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492 singers 1 歌手

493 sisi 1 abbr.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(super-large-scale integration)

494 situation 2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495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496 so 6 ['səu, 弱 sə] adv.如此，这么；确是如此 conj.所以；因此 pron.这样 n.(So)人名；(柬)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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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8 soft 1 [sɔft, sɔ:ft] adj.软的，柔软的；温柔的，温和的；软弱的；笨的 adv.柔软地；温和地 n.柔性；柔软的东西；柔软部分

499 soldiers 1 ['səuldʒə] n.[军]士兵；战士数量（soldier的复数）

5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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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1 soundtrack 1 ['saʊndtræk] n. 声道；电影配乐；电影原声带

5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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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spectacle 1 n.景象；场面；奇观；壮观；公开展示；表相，假相n.（复）眼镜

504 sprea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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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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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6 spurred 1 [spə:d] adj.装有马刺的；有花距的 v.鞭策；教唆（spur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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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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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9 State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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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0 steeper 1 [s'tiː pər] n. 浸润用的桶子

5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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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2 streets 1 [st'riː ts] 街道

513 stringent 1 adj.严格的；严厉的；紧缩的；短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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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5 studio 1 ['stju:diəu, 'stu:-] n.工作室；[广播][电视]演播室；画室；电影制片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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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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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8 sud 6 abbr.突然意外死亡（suddenunexpected） n.(Sud)人名；(泰)戍

519 Suez 1 ['su:iz, su:'ez] n.苏伊士（埃及东北部港市）；苏伊士运河

520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521 super 1 ['sju:pə] adj.特级的；极好的 n.特级品，特大号；临时雇员 n.(Super)人名；(英)休珀

522 supporters 1 [sə'pɔː 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
523 surface 1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
524 surge 2 n.汹涌；大浪，波涛；汹涌澎湃；巨涌 v.汹涌；起大浪，蜂拥而来

525 surpassing 1 [sə'pɑ:siŋ, -'pæsiŋ] adj.胜过的；卓越的；优秀的 adv.卓越地；非凡地 v.胜过（surpass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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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6 sweet 1 [[swi:t] adj.甜的；悦耳的；芳香的；亲切的 n.糖果；乐趣；芳香；宝贝 （俚）酷毙了 n.(Sweet)人名；(英)斯威特

5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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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8 ta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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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29 t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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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0 TENS 1 十位

531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532 territories 1 英 ['terətri] 美 ['terətɔː ri] n. 领土；领域；版图；范围

533 tha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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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4 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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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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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6 theatrical 1 [θi'ætrikəl, θi:-] adj.戏剧性的；剧场的，戏剧的；夸张的；做作的

5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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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8 them 6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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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0 there 9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41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42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43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544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545 thirds 1 [θɜːdz] n. 三号 名词third的复数形式.

546 this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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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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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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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9 thousands 2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550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551 through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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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2 throwback 1 ['θrəubæk] （俚）复古队服

553 ths 1 n. 总受热面

554 time 5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555 timeless 1 ['taimlis] adj.永恒的；不受时间影响的；不合时宜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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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7 tin 1 [tin] n.锡；罐头，罐；马口铁 adj.锡制的 vt.涂锡于；给…包马口铁 n.(Tin)人名；(缅、柬)丁；(印尼)婷；(越)信；(泰、土)
廷

558 tired 1 ['taiəd] adj.疲倦的；厌倦的，厌烦的 v.疲倦；对…腻烦（tir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5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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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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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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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2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5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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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4 tourism 1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
565 tourists 2 ['tuərɪsts] n. 旅游者，旅行者，观光客（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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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7 transfer 1 [træns'fə:] n.转让；转移；传递；过户 vi.转让；转学；换车 vt.使转移；调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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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9 transported 1 v.[植]运输；搬运（transport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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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0 treasures 1 英 ['treʒə(r)] 美 ['treʒər] n. 财富；宝物 vt. 珍藏；珍视

571 tribute 1 n.礼物；[税收]贡物；颂词；（尤指对死者的）致敬，悼念，吊唁礼物

5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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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3 trip 1 [trip] vi.绊倒；远足；犯错误；轻快地走 n.旅行；绊倒；差错 vt.绊倒；使犯错 n.(Trip)人名；(荷)特里普

574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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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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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7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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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9 unemployment 3 [,ʌnim'plɔimənt] n.失业；失业率；失业人数

580 unidentified 10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581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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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3 unsure 1 [,ʌn'ʃuə] adj.不确定的；不肯定的；没有自信的

584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585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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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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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7 urged 1 ['ɜːdʒd] v. 催促；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88 us 1 pron.我们

589 uttarakhand 1 [地名] [印度] 北安恰尔邦

590 vaccine 3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591 vaccines 3 疫苗程序

592 vanished 1 ['vænɪʃd] adj. 消失了的 动词vani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593 variants 2 变体

594 vehicles 1 ['viː ɪklz] n. 交通工具；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.

595 versions 1 ['vɜ ʃːəns] n. 版本 名词version的复数形式.

596 very 2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
597 Victoria 1 [vik'tɔ:riə] n.维多利亚（女子名）

5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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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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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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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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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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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3 war 2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604 warmer 2 n.取暖器；加热器；加热工人 adj.warm的比较级，更加温暖的

605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606 wasn 1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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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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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9 wave 1 [weiv] vi.波动；起伏；挥手示意；摇动；呈波形 vt.卷（烫）发；向…挥手示意；使成波浪形 n.波动；波浪；高潮；挥手
示意；卷曲

6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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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1 w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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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2 wear 2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6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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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4 wears 1 英 [weə(r)] 美 [wer] v. 磨损；穿戴；使疲劳 n. 磨损；穿着；耐久性

6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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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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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6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617 weekends 1 [,wi:k'ends, 'wi:kendz] adv.在每周末 n.周末（weekend的复数）

6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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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韦尔

619 were 9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620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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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1 whe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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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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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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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4 which 7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625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626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627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628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629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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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0 willing 1 ['wiliŋ] adj.乐意的；自愿的；心甘情愿的 v.决心；用意志力驱使；将（财产等）遗赠某人（will的现在分词） n.(Willing)
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维林；(英)威林

631 Wisconsin 1 [wis'kɔnsin] n.威斯康星州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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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3 work 3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634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635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636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637 worry 1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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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9 worse 1 [wə:s, 'wə:s] adj.更坏的；更差的；更恶劣的（bad的比较级）；（病情）更重的（ill的比较级） adv.更糟；更坏；更恶劣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640 worthy 1 ['wə:ði] adj.值得的；有价值的；配得上的，相称的；可尊敬的；应…的 n.杰出人物；知名人士 n.(Worthy)人名；(英)沃
西

641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642 wrapping 1 ['ræpiŋ] n.包装纸，包装材料 adj.包装用的 v.裹住（wrap的ing形式）

643 year 6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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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5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646 you 5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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