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4-07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11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4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to 4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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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and 4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in 29 [in] prep.按照（表示方式）；从事于；在…之内 adv.进入；当选；（服装等）时髦；在屋里 adj.在里面的；时髦的 n.执政
者；门路；知情者 n.(In)人名；(中)演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殷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因；(日)寅(名)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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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we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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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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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they 1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0 cnn 12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11 hav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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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military 12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13 On 12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着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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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us 12 pron.我们

16 battle 11 ['bætl] n.战役；斗争 vi.斗争；作战 vt.与…作战 n.(Battle)人名；(英)巴特尔；(法)巴特勒；(西)巴特莱

17 by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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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9 as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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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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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been 10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22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3 them 9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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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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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their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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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unidentified 8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28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9 Watson 8 n.沃森（姓氏）；华生

30 world 8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31 arrested 7 [ə'restɪd] adj. 逮捕的 动词arr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2 Johnston 7 ['dʒɔnstən] n.约翰斯顿（姓氏）

33 mal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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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o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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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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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war 7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37 you 7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8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9 its 6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40 Japanese 6 [,dʒæpə'ni:z] adj.日本（人）的；日语的 n.日本人；日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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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Myanmar 6 ['mjænmɑ:] n.缅甸（东南亚国家）

42 who 6 pron.谁；什么人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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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American 5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45 being 5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46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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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ountr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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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had 5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
49 his 5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50 II 5 abbr.微光（ImageIntensification）

51 market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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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53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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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over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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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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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say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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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ships 5 [ʃɪps] n.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.

58 started 5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9 these 5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60 vide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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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ward 5 [wɔ:d] n.病房；保卫；监视 vt.避开；保卫；守护 n.(Ward)人名；(英)沃德；(德、芬、瑞典、葡)瓦尔德

62 why 5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63 a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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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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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5 Carl 4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66 clip 4 n.（塑料或金属的）夹子；回纹针；修剪；剪报 vt.剪；剪掉；缩短；给…剪毛（或发）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
某物上 vi.剪；修剪；剪下报刊上的文章（或新闻、图片等）；迅速行动；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某物上

67 did 4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68 first 4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69 gi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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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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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however 4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72 japan 4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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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naval 4 ['neivəl] adj.海军的；军舰的 n.(Naval)人名；(西、德、印)纳瓦尔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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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pacific 4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
77 protesters 4 n.抗议者( protester的名词复数 ); 反对者; 拒绝者; 断言者

78 several 4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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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som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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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story 4 ['stɔ:ri] n.故事；小说；新闻报道；来历；假话 vt.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.说谎 n.(Story)人名；(英)斯托里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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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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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three 4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84 ti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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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trees 4 [triː 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的
复数形式

86 u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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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USS 4 [ˌjuːes'es] n. （=United States Senate）美国参议院 (=United States Ship)美国军舰.

88 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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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asked 3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90 coup 3 [ku:] n.政变；妙计；出乎意料的行动；砰然的一击 vt.使…颠倒；使…倾斜 vi.推倒；倾斜；溢出 n.(Coup)人名；(法)库普

91 crew 3 [kru:] n.队，组；全体人员，全体船员 vi.一起工作 vt.使当船员 n.(Crew)人名；(英、西)克鲁

92 died 3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93 during 3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94 eight 3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95 end 3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96 Evans 3 ['evənz] n.埃文斯（姓氏）

97 fleet 3 [fli:t] adj.快速的，敏捷的 n.舰队；港湾；小河 vi.飞逝；疾驰；掠过 vt.消磨 n.(Fleet)人名；(英)弗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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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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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gulf 3 [gʌlf] n.海湾；深渊；分歧；漩涡 vt.吞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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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03 important 3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04 last 3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持，够用；持久 vt.度过，拖过；使维持 adv.最后地；上次，最近；最后一点 n.(La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罗、瑞典)拉斯特

105 late 3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106 Leyte 3 ['leitei] n.莱特岛（菲律宾中东部，在吕宋岛同棉兰老岛之间）

107 movement 3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108 opportunity 3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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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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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12 sid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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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today 3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114 told 3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115 took 3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116 troops 3 n.[军]部队；[军]军队（troop的复数形式）

117 ve 3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118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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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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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ab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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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about 2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
的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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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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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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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allow 2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
126 allowed 2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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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America 2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28 April 2 ['eiprəl] n.四月

129 Asian 2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
130 battles 2 ['bætl] n. 战斗；争斗 v. 与 ... 作战；与 ... 竞争

131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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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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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136 Burma 2 ['bə:mə] n.缅甸（东南亚国家）

137 Burmese 2 [,bə:'mi:z] adj.缅甸的；缅甸人的；缅甸语的 n.缅甸语；缅甸人

138 cherry 2 ['tʃeri] n.樱桃；樱桃树；如樱桃的鲜红色；处女膜，处女 n.(Cherry)人名；(法、阿拉伯)谢里；(英)彻丽(女子教名
Charity的昵称)

139 civilian 2 [si'viljən] adj.民用的；百姓的，平民的 n.平民，百姓

140 civilians 2 n. 平民；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.

141 clarissa 2 [klə'risə] n.克拉丽莎（女子名）

142 commander 2 [kə'mɑ:ndə] n.指挥官；司令官

143 confirm 2 [kən'fə:m] vt.确认；确定；证实；批准；使巩固

144 correspondent 2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
145 crime 2 [kraim] n.罪行，犯罪；罪恶；犯罪活动 vt.控告……违反纪律

146 dangerous 2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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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decades 2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
149 deepest 2 [diː p] adj. 深的；深刻的；深奥的；深切的 adv. 深深地 n. 深处

150 detained 2 [dɪ'teɪn] vt. 扣留；拘押；耽搁；延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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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elections 2 n. 选举，选举制；投票（election的复数形式）

153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54 February 2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55 fight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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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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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f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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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fought 2 [fɔ:t] v.战斗（fight的过去分词）；打架

159 go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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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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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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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history 2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164 hundreds 2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165 international 2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166 Ivan 2 ['aivən] n.伊凡（男子名）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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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169 largest 2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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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lost 2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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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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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member 2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175 Members 2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176 Miles 2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177 moved 2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8 navy 2 ['neivi] n.海军 深蓝色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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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Numbers 2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181 off 2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182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183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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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peace 2 [pi:s] n.和平；平静；和睦；秩序 n.(Peace)人名；(英)皮斯

186 Philippines 2 ['filipi:nz; fili'pi:nz] n.菲律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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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process 2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189 protest 2 [prəu'test, 'prəu-] vi.抗议；断言 vt.抗议；断言 n.抗议 adj.表示抗议的；抗议性的

190 public 2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191 ran 2 [ræn] v.跑（run的过去式） n.(Ran)人名；(俄、瑞典、塞)拉恩；(柬)兰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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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recor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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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release 2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195 remote 2 [ri'məut] adj.遥远的；偏僻的；疏远的 n.远程

196 saw 2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197 sea 2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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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senio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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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shipwreck 2 ['ʃiprek] n.海难；遇难船 vt.使失事；使毁灭；使失败

201 someone 2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202 Stat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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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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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stories 2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05 such 2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206 sunk 2 [sʌŋk] adj.凹陷的 vi.下沉（sink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

207 talk 2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208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209 thousands 2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210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211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212 victory 2 ['viktəri] n.胜利；成功；克服 n.(Victory)人名；(西)维多利；(英)维克托里

213 violence 2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214 violent 2 ['vaiələnt] adj.暴力的；猛烈的

215 voice 2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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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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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want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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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warships 2 ['wɔː ʃɪps] 军舰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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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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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222 wrecks 2 [rek] v. 使…失事；使…遇难；破坏 n. 遇难；残骸；破坏；（船）失事下沉

223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224 yesterday 2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
225 aboard 1 [ə'bɔ:d] adv.在飞机上；[船]在船上；在火车上 prep.在…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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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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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accused 1 [ə'kju:zd] n.被告 adj.被控告的 v.指责；控告（accus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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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231 activists 1 ['æktɪvɪsts] 积极分子

232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233 advocacy 1 ['ædvəkəsi] n.主张；拥护；辩护

234 afloat 1 [ə'fləut] adj.在海上的；飘浮的；浸满水的；在传播的 adv.在海上；飘浮著；浸满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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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afterward 1 ['ɑ:ftəwəd, 'æf-] adv.以后，后来

237 afterwards 1 ['ɑ:ftəwdz, 'æf-] adv.后来；然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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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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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agreed 1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241 Allen 1 ['ælən] n.艾伦（男子名）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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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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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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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247 anarchy 1 ['ænəki] n.无政府状态；混乱；无秩序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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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annual 1 ['ænjuəl] adj.年度的；每年的 n.年刊，年鉴；一年生植物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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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252 approached 1 [æp'rəʊeɪtʃt] v. 靠近；接近；接洽；要求；达到；动手处理（动词approa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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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arranging 1 [ə'reɪndʒɪŋ] n. 安排 动词arrange现在分词形式.

255 arrest 1 [ə'rest] vt.逮捕；阻止；吸引 n.逮捕；监禁 n.(Arrest)人名；(德)阿雷斯特

256 arresting 1 [ə'restiŋ] adj.醒目的，有趣的；引人注意的 v.逮捕（arrest的ing形式）

257 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
258 attacking 1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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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Aung 1 n.(Aung)人名；(缅)昂

261 authority 1 [ɔ:'θɔrəti] n.权威；权力；当局

262 awarded 1 英 [ə'wɔː d] 美 [ə'wɔː 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263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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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4 basin 1 ['beisən] n.水池；流域；盆地；盆 n.(Basin)人名；(俄)巴辛；(法)巴赞

265 battleships 1 n. 战列舰

266 battling 1 ['bætl] n.战役；斗争 vi.斗争；作战 vt.与…作战 n.(Battle)人名；(英)巴特尔；(法)巴特勒；(西)巴特莱

267 bay 1 [bei] n.海湾；狗吠声 vt.向…吠叫 vi.吠叫；大声叫嚷 n.(Bay)人名；(越)七；(英、老)贝；(德、意、罗、捷、土、丹)巴伊；
(匈)鲍伊；(瑞典)巴伊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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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beneath 1 [bi'ni:θ] prep.在…之下 adv.在下方

270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271 blames 1 [bleɪm] vt. 责备；把 ... 归咎于 n. 责备；过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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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book 1 n.书籍；卷；账簿；名册；工作簿 vt.预订；登记 n.(Book)人名；(中)卜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朝)北；(英)布克；(瑞典)博克

274 bought 1 [bɔ:t] v.买（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75 bract 1 [brækt] n.[植]苞；[植]苞片

276 branch 1 [brɑ:ntʃ, bræntʃ] vt.分支；出现分歧 vi.分支；出现分歧 n.树枝，分枝；分部；支流 n.(Branch)人名；(英)布兰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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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bud 1 [bʌd] n.芽，萌芽；蓓蕾 vi.发芽，萌芽 vt.使发芽 n.(Bud)人名；(英)巴德；(中)布特(蒙语·汉语拼音)；(罗、匈)布德

279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280 bullets 1 ['bʊlɪts] n. 弹药；军火 名词bullet的复数形式.

281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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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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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captain 1 ['kæptin] n.队长，首领；船长；上尉；海军上校 vt.指挥；率领

285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286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287 cemeteries 1 英 ['semətri] 美 ['seməteri] n. 墓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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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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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Cicero 1 ['sisərəu] n.西塞罗（古罗马政治家、雄辩家、著作家）；西塞罗（美国伊利诺伊州东北部城市，在芝加哥附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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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clash 1 [klæʃ] n.冲突，不协调；碰撞声，铿锵声 vi.冲突，抵触；砰地相碰撞，发出铿锵声 vt.使碰撞作声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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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closure 1 ['kləuʒə] n.关闭；终止，结束 vt.使终止

295 c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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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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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cole 1 [kəul] n.油菜

298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299 commit 1 [kə'mit] vt.犯罪，做错事；把...交托给；指派…作战；使…承担义务

300 committed 1 [kə'mitid] adj.坚定的；效忠的；承担义务的 v.承诺；委托；干坏事；付诸（commit的过去分词）

301 committing 1 [kə'mɪtɪŋ] n. 委托；犯错误 动词commi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02 confrontations 1 [kɒnfrʌn'teɪʃnz] 困境

303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304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305 context 1 ['kɔntekst] n.环境；上下文；来龙去脉

306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307 controlled 1 [kən'trəuld] adj.受控制的；受约束的；克制的 v.控制；约束（control的过去式）；指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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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8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
309 coral 1 ['kɔ:rəl] n.珊瑚；珊瑚虫 adj.珊瑚的；珊瑚色的 n.(Coral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)科拉尔

310 cos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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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312 coverage 1 n.覆盖，覆盖范围；新闻报道

313 crimes 1 [k'raɪmz] 犯罪

314 danger 1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
315 day 1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316 decade 1 ['dekeid] n.十年，十年期；十

317 decisive 1 [di'saisiv] adj.决定性的；果断的，坚定的

318 defeat 1 vt.击败，战胜；挫败；使…失败 n.失败的事实；击败的行为

319 defense 1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
320 defiant 1 [di'faiənt] adj.挑衅的；目中无人的，蔑视的；挑战的

321 demonstrated 1 ['demənstreɪt] vt. 证明；演示；示范 vi. 示威

322 demonstrators 1 n.游行示威者( demonstrator的名词复数 ); 证明者，示范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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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desperate 1 ['despərət] adj.不顾一切的；令人绝望的；极度渴望的

325 destroyer 1 [di'strɔiə] n.驱逐舰；破坏者；起破坏作用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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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disruptive 1 [dis'rʌptiv] adj.破坏的；分裂性的；制造混乱的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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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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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dogwood 1 ['dɔgwud] n.山茱萸 adj.山茱萸科植物的；淡黄褐色的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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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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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dozens 1 ['dʌznz] n. 几十；许多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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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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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337 earth 1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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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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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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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emblem 1 ['embləm] n.象征；徽章；符号 vt.象征；用符号表示；用纹章装饰 n.(Emblem)人名；(英)恩布勒姆

342 enter 1 ['entə] vt.进入；开始；参加 vi.参加，登场；进去 n.[计]输入；回车 n.(Enter)人名；(英)恩特

343 ernest 1 ['ə:nist] n.欧内斯特（男子名）

344 escorting 1 英 ['eskɔː t] 美 ['eskɔː rt] n. 护送者；护航舰；陪伴者；陪游；妓女 vt. 护送；陪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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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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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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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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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350 expeditions 1 [ekspɪ'dɪʃnz] 探索

351 explain 1 [ik'splein] v.说明；解释

352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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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3 fellow 1 ['feləu] n.家伙；朋友；同事；会员 adj.同伴的，同事的；同道的 vt.使…与另一个对等；使…与另一个匹敌 n.(Fellow)人
名；(英)费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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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356 filmed 1 [fɪlmd] adj. 拍成电影的 动词film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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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fingered 1 ['fiŋgəd] adj.指状的；有指的 v.用手指触摸；指出；谴责；用指弹奏（finger的过去分词）

359 flowers 1 英 ['flaʊə(r)] 美 ['flaʊər] n. 花；开花植物；精华；盛时 v. 开花；成熟；用花装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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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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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364 founded 1 [faʊnd] v. 建立；创立；创办；熔铸；找到，发现（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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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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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fraudulent 1 ['frɔ:djulənt] adj.欺骗性的；不正的

368 friendship 1 ['frendʃip] n.友谊；友爱；友善 n.(Friendship)人名；(英)弗兰德希普

369 frightened 1 ['fraitnd] adj.害怕的；受惊的；受恐吓的 v.害怕；使吃惊；吓走（frighten的过去分词）

370 from 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371 furious 1 ['fju:riəs] adj.激烈的；狂怒的；热烈兴奋的；喧闹的

372 Gambier 1 ['gæmbiə] n.槟榔膏（药用为止血） n.(Gambier)人名；(法)冈比耶；(英)甘比尔

373 games 1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374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375 German 1 ['dʒə:mən] adj.德国的；德语的，德国人的 n.德语；德国人

376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377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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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gifts 1 [ɡɪft] n. 礼物；赠品 n. 天赋；才能 vt. 赋予；赠送

380 giv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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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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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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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3 go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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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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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Graves 1 [grɑ:v] n.（法国）格拉夫葡萄酒

386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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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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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heavily 1 ['hevili] adv.沉重地；猛烈地；沉闷地

390 her 1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391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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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highlight 1 ['hailait] vt.突出；强调；使显著；加亮 n.最精彩的部分；最重要的事情；加亮区

393 himself 1 [him'self] pron.他自己；他亲自，他本人

394 historic 1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
395 Hong 1 [hɔŋ] n.（中国、日本的）行，商行 n.(Hong)人名；(中)洪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鸿；(柬)洪

396 honor 1 ['ɔnə] n.荣誉；信用；头衔 vt.尊敬（等于honour）；给…以荣誉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397 humiliated 1 [hju 'ːmɪlieɪt] vt. 使 ... 蒙羞；使丢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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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hunger 1 ['hʌŋgə] n.饿，饥饿；渴望 vi.渴望；挨饿 vt.使……挨饿 n.(Hunger)人名；(德、波)洪格尔；(英)亨格

400 id 1 [id] n.遗传素质；本能冲动 n.(Id)人名；(阿拉伯)埃德；(芬)[心理]伊德

401 identify 1 vt.确定；鉴定；识别，辨认出；使参与；把…看成一样vi.确定；认同；一致

402 Illinois 1 [,ili'nɔi(z)] n.伊利诺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403 imminent 1 ['iminənt] adj.即将来临的；迫近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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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independently 1 [,indi'pendəntli] adv.独立地；自立地

406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407 injured 1 ['indʒəd] adj.受伤的；受损害的

408 inspirational 1 [,inspə'reiʃənəl] adj.鼓舞人心的；带有灵感的，给予灵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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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411 interviewed 1 英 ['ɪntəvju ]ː 美 ['ɪntərvju ]ː n. 面谈；会见；面试；接见 vt. 接见；采访；对 ... 进行面试 vi. 面试；采访

412 interviews 1 英 ['ɪntəvju ]ː 美 ['ɪntərvju ]ː n. 面谈；会见；面试；接见 vt. 接见；采访；对 ... 进行面试 vi. 面试；采访

4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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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15 journalists 1 ['dʒɜːnəlɪsts] n. 记者；新闻工作者(复数)

416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417 knew 1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
418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419 Kong 1 [kɔŋ] n.钢；含锡砾石下的无矿基岩 n.(Kong)人名；(泰)空；(老、柬)贡

420 Kyi 1 n.(Kyi)人名；(缅)枝(女名)，基(男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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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lawyers 1 ['lɔː jəz] 律师

423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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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5 leaf 1 [li:f] n.叶子；（书籍等的）一张；扇页 vi.生叶；翻书页 vt.翻…的页，匆匆翻阅 n.(Leaf)人名；(英)利夫

426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427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428 li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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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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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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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2 location 1 [ləu'keiʃən] n.位置（形容词locational）；地点；外景拍摄场地

433 loomed 1 [luːm] n. 织布机 n. 若隐若现 vi. 隐约可见；迫近

4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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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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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6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437 mapped 1 ['mæpt] 动词ma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438 mapping 1 ['mæpiŋ] v.绘图；筹划（map的ing形式） n.地图；绘图；[数]映像

4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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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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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marked 1 [mɑ:kt] adj.显著的；有记号的 v.表示（mark的过去分词）；作记号；打分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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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2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443 medal 1 ['medəl] n.勋章，奖章；纪念章 n.(Medal)人名；(西、捷)梅达尔

444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445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446 meters 1 英 ['miː tə(r)] 美 ['miː 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
447 microsoft 1 ['maikrəusɔft] n.微软公司（全球知名的PC软件主要厂商）

448 midway 1 ['mid'wei] n.中途；娱乐场 adj.中途的 adv.中途

449 monitoring 1 ['mɔnitəriŋ] n.监视，[自]监控；检验，检查 v.监视，[通信][军]监听，监督（monitor的ing形式）

450 Morton 1 ['mɔ:tən] n.莫顿（男子名）

451 movements 1 ['muːvmənts] n. 动作

452 muc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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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3 mutual 1 ['mju:tʃuəl, -tjuəl] adj.共同的；相互的，彼此的

454 m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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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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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6 names 1 [neɪmz] n.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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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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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9 native 1 ['neitiv] adj.本国的；土著的；天然的；与生俱来的；天赋的 n.本地人；土产；当地居民

460 navies 1 ['neɪvi] n. 海军；船队；海军蓝

461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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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neighboring 1 ['neibəriŋ] adj.邻近的；附近的（等于neighbouring） v.与…为邻；位于附近（neighbor的ing形式）

464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465 next 1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4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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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468 observers 1 [əb'zɜːvəz] 观测器

469 oceanic 1 ['əuʃi'ænik] adj.海洋的；海洋产出的；在海洋中生活的；广阔无垠的

470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471 officer 1 ['ɔfisə, 'ɔ:-] n.军官，警官；公务员，政府官员；船长 vt.指挥 n.(Officer)人名；(英)奥菲瑟

472 officers 1 n.军官，人员（officer复数形式）

4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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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4 ope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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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5 operating 1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
4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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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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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8 paraded 1 [pə'reɪd] n. 游行；检阅；游行地 vi. 参加游行；阅兵；散步；炫耀 vt. 夸耀；使参加游行；检阅；绕行

4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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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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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1 Paul 1 [pɔ:l] n.保罗（男子名）

482 permission 1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
483 petal 1 n.花瓣

484 Philippine 1 ['filipi:n] adj.菲律宾的；菲律宾人的 n.菲律宾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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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6 photographic 1 [,fəutə'græfik] adj.摄影的；逼真的；（尤指记忆）详细准确的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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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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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89 planes 1 [pleɪns] n. 位面；飞机 名词plane的复数形式.

4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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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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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2 politics 1 ['pɔlitiks] n.政治，政治学；政治活动；政纲

493 posthumously 1 ['pɔstjuməsli] adv.于死后，于身后；于著作者死后出版地

494 protesting 1 [prəu'test, 'prəu-] vi.抗议；断言 vt.抗议；断言 n.抗议 adj.表示抗议的；抗议性的

495 provoke 1 [prəu'vəuk] vt.驱使；激怒；煽动；惹起

496 recalls 1 [rɪ'kɔː l] n. 回忆；取消；召回 vt. 召回；恢复；回想起；唤起；与 ... 相似

497 relatives 1 [relə'tɪvz] n. 亲戚

498 released 1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499 relieved 1 [ri'li:vd] adj.放心的 v.减轻；解除（reliev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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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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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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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5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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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5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506 Robertson 1 ['rɔbətsn] n.罗伯森（姓氏）

507 roots 1 [ru tː] n. 根；根源；根本 v. 生根；扎根；根除

508 rubber 1 n.橡胶；橡皮；合成橡胶；按摩师；避孕套 adj.橡胶制成的 vt.涂橡胶于；用橡胶制造 vi.扭转脖子看；好奇地引颈而
望 n.(Rubber)人名；(西)鲁韦尔

5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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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0 sacred 1 ['seikrid] adj.神的；神圣的；宗教的；庄严的

511 sailors 1 ['seɪləz] 海员

512 salute 1 [sə'lju:t, sɑ:'lu:te] n.致敬，欢迎；敬礼 vt.行礼致敬，欢迎 vi.致意，打招呼；行礼

513 same 1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514 Samuel 1 ['sæmjuəl] n.撒母耳（希伯来先知）；塞缪尔（男子名）

515 San 1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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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7 Scales 1 [skeɪlz] n. 天平；秤；鳞屑 名词scal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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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9 Schuster 1 n. 舒斯特

520 screen 1 [skri:n] n.屏，幕；屏风 vt.筛；拍摄；放映；掩蔽 vi.拍电影 n.(Screen)人名；(英)斯克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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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secon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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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3 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524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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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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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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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8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529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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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30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531 shi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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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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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shooting 1 ['ʃu:tiŋ] n.射击；打猎；摄影；射门 v.射击（shoot的ing形式）

534 shortly 1 ['ʃɔ:tli] adv.立刻；简短地；唐突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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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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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7 significant 1 [sig'nifikənt] adj.重大的；有效的；有意义的；值得注意的；意味深长的 n.象征；有意义的事物

5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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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9 sites 1 [saɪt] n. 地点；位置；现场 vt. 使 ... 位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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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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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2 solicited 1 [ˌsə'lɪsɪtɪd] adj. 请求的 动词solici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43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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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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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6 speak 1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
547 spoken 1 ['spəukən] adj.口语的，口头的 v.说（speak的过去分词）

548 spokesman 1 ['spəuksm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549 springtime 1 ['spriŋtaim] n.春天；春季；初期

550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551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5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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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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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4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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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6 submersible 1 [səb'mə:səbl] adj.能潜水的；能沉入水中的

557 subsequently 1 ['sʌbsikwəntli] adv.随后，其后；后来

558 superior 1 [sju:'piriə, sju:pə-] adj.上级的；优秀的，出众的；高傲的 n.上级，长官；优胜者，高手；长者

5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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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0 surviving 1 [sə'vaiviŋ] adj.继续存在的；未死的；依然健在的 v.生存（survive的ing形式）

561 Suu 1 Suspension Unit,悬挂装置

562 symbol 1 ['simbəl] n.象征；符号；标志

5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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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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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5 takeover 1 ['teik,əuvə] n.接管；验收

5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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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7 talking 1 ['tɔ:kiŋ] adj.说话的，多嘴的；有表情的 n.讲话，谈论 v.谈论；讲话（talk的ing形式） n.(Talking)人名；(英)托金

568 teargas 1 ['tiəgæs] n.催泪性毒气 vt.用催泪瓦斯袭击

5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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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0 telling 1 ['teliŋ] adj.有效的；生动的；显著的 n.命令；叙述；吐露真情 v.告诉；讲述（tell的ing形式）；命令 n.(Telling)人名；(英)
特林

571 Thailand 1 ['tailænd; -lənd] n.泰国（东南亚国家名）

572 thankful 1 ['θæŋkful] adj.感谢的；欣慰的

573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574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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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5 thousand 1 ['θauzənd] n.一千；一千个；许许多多 adj.成千的；无数的

576 threatened 1 ['θretənd] adj.受到威胁的 v.威胁（threaten的过去分词）

577 through 1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578 tidal 1 ['taidəl] adj.潮汐的；潮的，有关潮水的；定时涨落的 n.(Tidal)人名；(瑞典)蒂达尔

579 tip 1 vi.给小费；翻倒；倾覆 vt.给小费；倾斜；翻倒；装顶端 n.小费；尖端；小建议，小窍门；轻拍

580 tombs 1 n.古墓，陵墓（tomb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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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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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3 transport 1 [træns'pɔ:t; trænz-træns'pɔ:t, trænz-, trɑ:n-, 'trænspɔ: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机；狂喜；流放犯 vt.运输；流放；使狂喜

584 treat 1 [tri:t] vt.治疗；对待；探讨；视为 vi.探讨；请客；协商 n.请客；款待 n.(Treat)人名；(英)特里特

585 trembling 1 [trembliŋ] n.发抖；战栗；担心 adj.发抖的；战栗的；哆嗦的 v.颤抖（tremble的ing形式）；战悚

586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87 twitter 1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
588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89 ultimately 1 ['ʌltimətli] adv.最后；根本；基本上

590 underscore 1 [,ʌndə'skɔ:, 'ʌndəskɔ:] vt.强调；划线于…下 n.底线，[计]下划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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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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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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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4 vandalized 1 ['vændəlaɪz] vt. 肆意破坏

595 vastly 1 ['va:stli] adv.极大地；广大地；深远地

596 verified 1 ['verifaid] adj.已查清的，已证实的

5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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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8 victims 1 ['vɪktɪmz] n. 受害者 名词victim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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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0 votes 1 [vəuts] v.投票；提倡（vo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选票；选举；得票数（vote的复数形式）

601 vulnerable 1 ['vʌlnərəbl] adj.易受攻击的，易受…的攻击；易受伤害的；有弱点的

602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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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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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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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6 waves 1 [weivz] n.[物][军]波（wave的复数形式） v.波动；起伏（wa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挥动

607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608 welcome 1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
6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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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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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1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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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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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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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4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615 widely 1 ['waidli] adv.广泛地

616 wireless 1 ['waiəlis] adj.无线的；无线电的 n.无线电 vt.用无线电报与…联系；用无线电报发送 vi.打无线电报；打无线电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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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8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619 witnesses 1 ['wɪtnəs] n. 目击者；证人 vt. 目击；经历；见证；出席；观察 vi. 证明；为(宗教信仰)做见证

620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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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21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22 wonderland 1 ['wʌndəlænd] n.奇境，仙境；非常奇妙的地方

6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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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24 worried 1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
625 Yangon 1 ['jɑ:n'gɔn] n.仰光（缅甸最大城市，等于Rangoon）

626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6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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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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