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4-12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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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ademy 1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
3 according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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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5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
6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7 after 2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8 again 3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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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ir 3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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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irport 1 ['εəpɔ:t] n.机场；航空站

13 a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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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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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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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lter 1 ['ɔ:ltə] vt.改变，更改 vi.改变；修改 n.(Alter)人名；(英)奥尔特；(德、捷、葡、爱沙、立陶、拉脱、俄、西、罗、瑞典)阿
尔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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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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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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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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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nniversary 1 [,æni'və:səri] n.周年纪念日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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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nthem 1 ['ænθəm] n.赞美诗；圣歌 vt.唱圣歌庆祝；唱赞歌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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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part 1 [ə'pɑ:t] adv.相距；与众不同地；分离着 adj.分离的；与众不同的

28 appearance 1 [ə'piərəns] n.外貌，外观；出现，露面

29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30 April 4 ['eiprəl] n.四月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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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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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Arizona 1 [,æri'zəunə] n.美国亚利桑那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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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arrive 1 vi.到达；成功；达成；出生 n.(Arrive)人名；(法)阿里夫

36 as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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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ash 6 [æʃ] n.灰；灰烬 n.(Ash)人名；(英、俄、捷)阿什

38 asteroid 4 ['æstərɔid] n.[天]小行星；[无脊椎]海盘车；小游星 adj.星状的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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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0 Atlantic 1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
41 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
42 aware 1 [ə'wεə] adj.意识到的；知道的；有…方面知识的；懂世故的 n.(Aware)人名；(阿拉伯、索)阿瓦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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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44 back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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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seball 1 ['beisbɔ:l] n.棒球；棒球运动

46 b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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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ach 2 [bi:tʃ] n.海滩；湖滨 vt.将…拖上岸 vi.搁浅；定居 n.(Beach)人名；(英)比奇

4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49 been 6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50 before 3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51 began 2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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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being 4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54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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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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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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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blew 1 [blu:] blow的过去式

59 blocks 1 ['blɒks] n. 街区 名词block的复数形式.

60 blood 2 [blʌd] n.血，血液；血统 vt.从…抽血；使先取得经验 n.(Blood)人名；(英、西)布拉德

61 blue 3 n.蓝色；[复数]（美国海、陆、空三军穿的）蓝色制服；蓝颜料；[theblue(s)][用作单数或复数]布鲁斯（歌曲）（一种伤
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.蓝色的；沮丧的，忧郁的；下流的 vt.把…染成蓝色；使成蓝色；给…用上蓝剂；用上蓝剂于 vi.变成
蓝色，呈蓝色 n.（英、西、意）布卢（人名）

62 break 1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晓；
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63 briefly 1 ['bri:fli] adv.短暂地；简略地；暂时地

64 bri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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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buck 2 [bʌk] n.（美）钱，元；雄鹿；纨绔子弟；年轻的印第安人或黑人 n.(Buck)人名；(英、西)巴克；(法)比克；(德、瑞典、
匈)布克

66 but 7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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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alendar 1 ['kælində] n.日历；[天]历法；日程表 vt.将…列入表中；将…排入日程表

69 call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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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can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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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capit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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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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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aribbean 3 [kæri'bi(:)ən] adj.加勒比人的；加勒比海的；加勒比语的 n.加勒比海

74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75 carried 1 ['kærid] adj.被运的；入神的；忘我的 v.保持（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搬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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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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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eiling 1 ['si:liŋ] n.天花板；上限

79 cetera 1 ['setərə] adv. 等等

80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81 city 2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82 classic 1 ['klæsik] adj.经典的；古典的，传统的；最优秀的 n.名著；经典著作；大艺术家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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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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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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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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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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coincide 1 vi.一致，符合；同时发生 vi.(在性格、品质等方面)完全一致，相符

87 collect 1 [kə'lekt] vt.收集；募捐 vi.收集；聚集；募捐 adv.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.由收件人付款的 n.(Collect)人名；(英)科莱克特

88 collected 1 [kə'lektid] adj.镇定的；收集成的 v.收集；聚集（collect的过去式）

89 column 1 ['kɔləm] n.纵队，列；专栏；圆柱，柱形物

90 commonly 1 ['kɔmənli] adv.一般地；通常地；普通地

91 concern 1 vt.涉及，关系到；使担心 n.关系；关心；关心的事；忧虑

92 continue 2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93 continues 2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94 convenience 1 [kən'vi:njəns] n.便利；厕所；便利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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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corona 1 [kə'rəunə] n.[物]电晕；日冕；冠状物 n.(Corona)人名；(罗、葡、西、意、英)科罗纳，科罗娜(女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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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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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course 1 n.科目；课程；过程；进程；道路；路线，航向；一道菜 vt.追赶；跑过 vi.指引航线；快跑

100 coverage 1 n.覆盖，覆盖范围；新闻报道

101 cruise 1 [kru:z] vi.巡航，巡游；漫游 vt.巡航，巡游；漫游 n.巡航，巡游；乘船游览 n.(Cruise)人名；(德)克鲁伊泽；(英)克鲁斯

102 damage 2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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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105 d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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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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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108 depart 1 [di'pɑ:t] vi.离开；出发，起程；违反；去世 adj.逝世的

109 depends 1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
110 destroy 1 [di'strɔi] vt.破坏；消灭；毁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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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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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disaster 1 [,di'zɑ:stə] n.灾难，灾祸；不幸

115 distancing 2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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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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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8 dow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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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drifting 1 [drɪftɪŋ] adj. 弥漫的 n. 漂流 动词drif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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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dust 2 [dʌst] n.灰尘；尘埃；尘土 vt.撒；拂去灰尘 vi.拂去灰尘；化为粉末 n.(Dust)人名；(德、俄)杜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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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earliest 1 英 ['ɜ lːiɪst] 美 ['ɜ rːliɪst] n. 最早 adj. 最早的

124 early 2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125 earth 3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
126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27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128 empty 1 ['empti] adj.空的；无意义的；无知的；徒劳的 vt.使失去；使…成为空的 vi.成为空的；流空 n.空车；空的东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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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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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endangered 1 [in'deindʒəd] adj.濒临灭绝的；有生命危险的

131 enjoy 1 [in'dʒɔi] vt.欣赏，享受；喜爱；使过得快活

132 envision 1 [in'viʒən] vt.想象；预想

133 erupt 2 [i'rʌpt] vi.爆发；喷出；发疹；长牙 vt.爆发；喷出

134 erupting 1 [ɪ'rʌpt] v. 爆发；喷发；发疹

135 eruption 3 [i'rʌpʃən] n.爆发，喷发；火山灰；出疹

136 et 3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37 evacuate 1 [i'vækjueit] vt.疏散，撤退；排泄 vi.疏散；撤退；排泄

138 evacuated 4 [ɪ'vækjʊeɪtɪd] adj. 撤退的；疏散的 动词evacu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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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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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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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explode 1 [ik'spləud] vi.爆炸，爆发；激增 vt.使爆炸；爆炸；推翻

143 exploded 1 [ik'spləudid] adj.爆炸了的；分解的；被破除的 v.爆炸（explode的过去分词）

144 exploding 2 英 [ɪk'spləʊd] 美 [ɪk'sploʊd] vi. 爆炸；激增；爆发 vt. 使爆炸；驳倒

145 explorer 1 n.探险家；勘探者；探测器；[医]探针

146 falling 1 ['fɔ:liŋ] adj.下降的；落下的 n.下降；落下；陷落 v.落下（fall的ing形式） n.(Falling)人名；(瑞典)法林

147 famers 1 农民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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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fat 1 [fæt] adj.肥的，胖的；油腻的；丰满的 n.脂肪，肥肉 vt.养肥；在…中加入脂肪 vi.长肥 n.(Fat)人名；(法、西、塞)法特；(东
南亚国家华语)发

150 feet 2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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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ferry 1 ['feri] n.渡船；摆渡；渡口 vt.（乘渡船）渡过；用渡船运送；空运 vi.摆渡；来往行驶 n.(Ferry)人名；(法、德、英、印尼)
费里

153 fiction 1 ['fikʃən] n.小说；虚构，编造；谎言

154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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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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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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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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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fish 1 [fiʃ] vi.捕鱼，钓鱼；用钩捞取 n.鱼，鱼类 vt.钓鱼，捕鱼；搜寻 n.(Fish)人名；(英、西)菲什；(俄)菲施

160 Florida 2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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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flows 2 [f'ləʊz] n. 流量 名词flow的复数形式.

163 flox 1 [flɒks] abbr. 液氧(=fluid oxygen)

164 flyby 2 ['flaibai] n.飞越；飞近探测；在低空飞过指定地点

165 flying 1 ['flaiiŋ] adj.飞行的 n.飞行 v.飞（fly的ing形式）

166 for 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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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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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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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Friday 2 ['fraidi] n.星期五

171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72 fu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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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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gas 1 [gæs] n.气体；[矿业]瓦斯；汽油；毒气 vt.加油；毒（死） vi.加油；放出气体；空谈 n.(Ga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加斯

174 gathered 1 ['gæðəɒ] adj. 聚集的；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75 Germany 1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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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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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glow 1 [gləu] vi.发热；洋溢；绚丽夺目 n.灼热；色彩鲜艳；兴高采烈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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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0 goes 2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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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government 8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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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Grenadines 3 [,grenə'di:nz] n.格林纳丁斯群岛（位于西印度洋）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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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guard 1 [gɑ:d] n.守卫；警戒；护卫队；防护装置 vi.警惕 vt.保卫；监视 n.(Guard)人名；(英)格尔德

187 gues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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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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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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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hall 1 n.过道，门厅，走廊；会堂；食堂；学生宿舍；大厅，前厅；娱乐中心，会所 n.（土）哈勒（人名）；（德、波、丹、
芬、瑞典）哈尔（人名）；（英）霍尔（人名）；（法）阿尔（人名）

191 hamburg 1 ['hæmbə:g] n.汉堡（德国城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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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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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harm 1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
196 harvest 1 ['hɑ:vist] n.收获；产量；结果 vt.收割；得到 vi.收割庄稼

197 harvesting 1 ['hɑ:vistiŋ] v.[农学]收割；收获（harvest的ing形式） n.[农学]收割；收获 adj.收获的；收割的

198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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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Havana 1 [hə'vænə] n.哈瓦那（古巴城市）；哈瓦那雪茄烟

200 have 10 [hæv, 弱həv, əv, v] vt.有；让；拿；从事；允许 aux.已经 n.(Have)人名；(芬)哈韦；(德)哈弗

201 haze 1 [heiz] n.阴霾；薄雾；疑惑 vt.使变朦胧；使变糊涂 vi.变朦胧；变糊涂 n.(Haze)人名；(法)阿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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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headlining 1 ['hedlaɪnɪŋ] (美:roof lining)车顶织物衬里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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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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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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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208 ho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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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homes 1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国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210 house 1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211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212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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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hunt 1 [hʌnt] vt.打猎；搜索 vi.打猎；搜寻 n.狩猎；搜寻 n.(Hunt)人名；(德、瑞典)洪特；(英)亨特；(法)安

214 hunter 1 ['hʌntə] n.猎人；猎犬；搜寻者

215 identification 1 [ai,dentifi'keiʃən] n.鉴定，识别；认同；身份证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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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immediate 2 [i'mi:diət] adj.立即的；直接的；最接近的

218 immediately 1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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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0 indoors 1 ['indɔ:z] adv.在室内，在户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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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interrupt 1 [,intə'rʌpt] vt.中断；打断；插嘴；妨碍 vi.打断；打扰 n.中断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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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is 1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25 island 3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
226 Islands 2 ['ailənds] n.群岛（island的复数）；岛屿

227 it 24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
性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.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，表示天气、时日、距离、状态、温度等等 abbr.信息技术
informationtechnolog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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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itself 2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230 Japanese 1 [,dʒæpə'ni:z] adj.日本（人）的；日语的 n.日本人；日语

231 just 6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232 kee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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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Kingstown 1 ['kiŋstaun] n.金斯敦（拉丁美洲岛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首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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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la 5 [lɑ:] n.全音阶中的第6个音；A音的唱名 n.(La)人名；(中)辣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越)罗；(朝)罗；(缅、老)拉

236 la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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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landmarks 1 ['lændmɑːks] n. 地标，陆标；里程碑（名词landmark的复数形式）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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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largest 2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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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launched 1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242 lava 1 ['lɑ:və, 'lævə] n.火山岩浆；火山所喷出的熔岩 n.(Lava)人名；(西、意)拉瓦

243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244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245 leaves 1 [li:vz] n.树叶；花瓣（leaf的复数） v.离开（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246 Leon 1 ['li:ɔn] n.利昂（男子名，等于Leo）

247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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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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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251 little 1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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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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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living 1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255 ll 3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256 locals 1 ['ləʊklz] n. 当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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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located 1 英 [ləʊ'keɪtɪd] 美 ['loʊkeɪtɪd] adj. 处于；位于

258 long 2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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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lo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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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luckily 1 ['lʌkili] adv.幸好，侥幸；幸运地

262 maintain 1 [mein'tein] vt.维持；继续；维修；主张；供养

263 ma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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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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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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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management 1 ['mænidʒmənt] n.管理；管理人员；管理部门；操纵；经营手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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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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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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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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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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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midst 1 [midst] n.当中，中间 prep.在…中间（等于amidst）

276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277 miniature 3 ['miniətʃə] adj.微型的，小规模的 n.缩图；微型画；微型图画绘画术 vt.是…的缩影

278 miniaturized 1 ['mɪnətʃəraɪz] vt. 使微型化

279 minister 1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280 mission 1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
281 mix 1 [miks] vt.配制；混淆；使混和；使结交 vi.参与；相混合；交往 n.混合；混合物；混乱 n.(Mix)人名；(德、英)米克斯

282 model 1 ['mɔdəl] n.模型；典型；模范；模特儿；样式 vt.模拟；塑造；模仿 vi.做模型；做模特儿 adj.模范的；作模型用的 n.
(Model)人名；(德、俄、英)莫德尔

283 models 1 ['mɒdlz] n. 模范；模特儿；模型（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）

284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
285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286 month 4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87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288 moon 16 [mu:n] n.月亮；月球；月光；卫星 vi.闲荡；出神 vt.虚度 n.(Moon)人名；(瑞典)莫恩；(柬)蒙；(英)穆恩；(缅)孟

289 moons 3 [muːn] n. 月亮；月球 v. 闲逛；虚度；露光臀示人

290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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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
292 most 1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293 mountain 1 [ˈmauntin，ˈmaʊntən] n.山；山脉 n.(Mountain)人名；(英)芒廷

294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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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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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musical 1 ['mju:zikəl] adj.音乐的；悦耳的 n.音乐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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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names 2 [neɪmz] n.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.

300 nasa 1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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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1 nasty 1 [['nɑ:sti, 'næs-] adj.下流的；肮脏的；脾气不好的；险恶的 n.令人不快的事物 性的吸引力

302 nation 2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303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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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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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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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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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nicknames 1 ['nɪkneɪm] n. 绰号； 昵称 v. 给 ... 取绰号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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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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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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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notable 1 ['nəutəbl] adj.值得注意的，显著的；著名的 n.名人，显要人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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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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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objective 1 [əb'dʒektiv, ɔb-] adj.客观的；目标的；宾格的 n.目的；目标；[光]物镜；宾格

317 obviously 1 ['ɔbviəsli] adv.明显地 显然地

318 occur 1 [ə'kə:] vi.发生；出现；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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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ocean 2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321 October 2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322 of 4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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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325 On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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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one 9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
327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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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onto 1 ['ɔntu, -tə] prep.在…之上；对…了解；映射到…上 adj.映射的；自身的；映成的

330 opera 1 ['ɔpərə] n.歌剧；歌剧院；歌剧团 n.(Opera)人名；(意)奥佩拉

331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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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orange 1 ['ɔrindʒ, 'ɔ:-] adj.橙色的；橘色的 n.橙；橙色；桔子 n.(Orange)人名；(英)奥林奇；(法)奥朗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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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origin 1 ['ɔridʒin, 'ɔ:-] n.起源；原点；出身；开端

335 Osiris 3 [əu'saiəris] n.司阴府之神，地狱判官（埃及神话人物名）

336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337 ounces 1 n. 盎司，英两；安士（ounce的复数）

338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39 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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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outage 1 ['autidʒ] n.储运损耗；中断供应；运行中断

341 ov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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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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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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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panhandle 1 ['pæn,hændl] n.平锅柄；（美）柄状的狭长区域 vt.向…乞讨；乞得 vi.行乞

345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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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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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6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
347 Patrick 2 ['pætrik] n.帕特里克（男子名）

348 peewee 1 ['pi:wi:] n.（美口）矮小的人或东西；小东西；美洲小燕（等于pewee） adj.矮小的

349 people 1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50 pick 1 [pik] vi.挑选；采摘；挖 vt.拾取；精选；采摘；掘 n.选择；鹤嘴锄；挖；掩护 n.(Pi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捷、匈、瑞
典)皮克

351 picket 1 ['pikit] n.警戒哨；纠察队；[建]尖木桩 vt.派……担任纠察；用尖桩围住 vi.担任纠察 n.(Picket)人名；(英)皮克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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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pink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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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pla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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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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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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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planting 1 ['plɑ:ntiŋ, 'plæn-] n.栽培，种植；花圃 v.播种；移植（plant的ing形式）；安置 n.(Planting)人名；(芬、瑞典)普兰廷

358 plotline 1 ['plɔtlain] n.主要情节；情节主线

359 plumbs 1 [plʌm] v. （用铅垂）测量；探测 n. 铅锤；垂直 adj. 垂直的；<口>完全的 adv. 恰恰；<口>彻底地
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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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pop 1 [pɔp] n.流行音乐；汽水；砰然声；枪击 vi.突然出现；爆开；射击；瞪大；发出爆裂声 vt.取出；开枪打；抛出；突然伸
出；突然行动 adj.流行的；通俗的；热门的 adv.突然；砰地 abbr.邮局协议（postofficeprotocol） n.(Pop)人名；(罗、捷、塞)波
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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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possibly 1 ['pɔsəbli] adv.可能地；也许；大概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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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prime 1 [praim] adj.主要的；最好的；基本的 adv.极好地 n.初期；青年；精华；全盛时期 vt.使准备好；填装 vi.作准备 n.(Prime)
人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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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probe 1 [prəub] n.探针；调查 vi.调查；探测 vt.探查；用探针探测 n.(Probe)人名；(法)普罗布

368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369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370 pyroclastic 1 n.火山碎屑物 adj.火山碎屑的

371 quiets 1 ['kwaɪət] adj. 安静的；宁静的；平静的 n. 安静；平静；闲适 vt. 使平静；使安心 vi. 平静下来

372 railway 1 ['reilwei] n.（英）铁路；轨道；铁道部门 vi.乘火车旅行

373 re 4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374 real 2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375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376 reconstructed 1 [riː kən'strʌktɪd] adj. 重建的；改造的 动词reconstru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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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red 2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
379 regolith 1 ['regəliθ] n.[地质]风化层；表皮土；土被

380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381 reportedly 1 [ri'pɔ:tidli] adv.据报道；据传闻

382 residents 1 ['rezɪdənts] 居民

383 resource 1 [ri'sɔ:s, -'zɔ:s, 'ri:s-, 'ri:z-] n.资源，财力；办法；智谋

384 respiratory 1 ['respərətəri, ri'spaiə-] adj.呼吸的

3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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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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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6 rex 3 [reks] n.雷克斯（男子名）；国王；君主

387 ridgeline 1 ['rɪdʒ̩ lɑɪn] n. 山脊线

3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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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ripped 1 [ript] adj.喝醉的；受毒品麻醉的 v.撕；扯（rip的过去分词）

390 rock 3 [rɔk] n.岩石；摇滚乐；暗礁 vt.摇动；使摇晃 vi.摇动；摇晃 n.(Ro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意、瑞典)罗克

391 roof 1 [ru:f, ruf] n.屋顶；最高处，顶部；最高限度 vt.给…盖屋顶，覆盖 n.(Roof)人名；(英)鲁夫

392 rotating 1 [rəʊ'teɪtɪŋ] adj. 旋转的 动词rotate的现在分词.

393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人名；(英)朗宁

3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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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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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sample 1 ['sɑ:mpl, 'sæ-] vt.取样；尝试；抽样检查 n.样品；样本；例子 adj.试样的，样品的；作为例子的 n.(Sample)人名；(英)桑
普尔

397 Saturday 1 ['sætədi; -dei] n.星期六

3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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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00 scale 1 [skeil] n.规模；比例；鳞；刻度；天平；数值范围 vi.衡量；攀登；剥落；生水垢 vt.测量；攀登；刮鳞；依比例决定 n.
(Scale)人名；(意)斯卡莱

401 schedule 1 ['ʃədju:əl, -dʒu:əl, 'skedʒu:əl, -dʒuəl] vt.安排，计划；编制目录；将……列入计划表 n.时间表；计划表；一览表

402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403 sea 2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404 seas 1 [siː z] n. 海域 名词sea的复数形式.
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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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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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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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seismic 1 ['saizmik, 'sais-] adj.地震的；因地震而引起的

409 sends 1 [sendz] n. 随浪上浮 名词sen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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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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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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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shelter 1 ['ʃeltə] n.庇护；避难所；遮盖物 vt.保护；使掩蔽 vi.躲避，避难 n.(Shelter)人名；(英)谢尔特

415 shelters 2 英 ['ʃeltə(r)] 美 ['ʃeltər] n. 避难所；庇护；庇护所 v. 保护；隐匿；庇护

416 ships 1 [ʃɪps] n.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.

417 shore 1 [ʃɔ:] vt.支撑，使稳住；用支柱撑住 n.海滨；支柱 n.(Shore)人名；(英)肖尔

418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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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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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sierra 1 [si'εərə] n.[地理]锯齿山脊；呈齿状起伏的山脉 n.(Sierra)人名；(意、西)谢拉；(英)西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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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signaling 1 ['sɪgnəlɪŋ] n. 打信号；发信号 动词signal的现在分词.

424 simply 1 ['simpli] adv.简单地；仅仅；简直；朴素地；坦白地

425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426 sky 2 [skai] n.天空；顶点 vt.把…投向空中；把…挂得过高 vi.踢或击高空球；把桨叶翘得过高；飞涨 n.(Sky)人名；(英)斯凯

427 slopes 1 英 [sləʊp] 美 [sloʊp] n. 倾斜；斜坡；斜面；斜率；斜线 vt. 使倾斜 vi. 倾斜；有坡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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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8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429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430 smell 1 [smel] vi.嗅，闻；有…气味 vt.嗅，闻；察觉到；发出…的气味 n.气味，嗅觉；臭味

431 smoke 2 [sməuk] n.烟；抽烟；无常的事物 vi.冒烟，吸烟；抽烟；弥漫 vt.吸烟；抽

4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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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3 soap 1 [səup] n.肥皂 vt.将肥皂涂在……上；对……拍马屁（俚语） vi.用肥皂擦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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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5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436 song 1 [sɔŋ, sɔ:ŋ] n.歌曲；歌唱；诗歌；鸣声 n.(Song)人名；(泰)颂；(柬)松；(英)桑；(老)宋；(越)双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松

437 soufriere 5 硫质气孔区 苏弗里耶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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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9 south 3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440 spacecraft 3 ['speiskrɑ:ft, -kræft] n.[航]宇宙飞船，航天器

441 spectral 1 ['spektrəl] adj.[光]光谱的；幽灵的；鬼怪的

442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443 spring 2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444 st 7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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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6 stay 2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447 st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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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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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9 storming 1 [stɔ:rmiŋ] n.震荡，激荡期；调整阶段 v.起风暴；大发雷霆（storm的ing形式）

450 sto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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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strawberry 2 ['strɔ:bəri] n.草莓；草莓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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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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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4 sturgeon 2 ['stə:dʒən] n.鲟鱼 n.(Sturgeon)人名；(英)斯特金

455 sulfur 1 ['sʌlfə] vt.用硫磺处理 n.硫磺；硫磺色

456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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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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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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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0 tell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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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1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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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2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4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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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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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5 their 4 [ðεə, 弱ðər] pron.他们的，她们的；它们的 n.(Their)人名；(英)蒂尔；(芬、瑞典)泰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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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there 8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468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469 they 1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70 thick 1 [θik] n.最拥挤部分；活动最多部分；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.厚的；浓的；粗大的 adv.密集地；浓浓地，厚厚地 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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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Thick)人名；(英)西克

471 thing 3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472 this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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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3 thousands 2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474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475 threatening 1 ['θretəniŋ] adj.危险的；胁迫的；凶兆的 v.威胁；恐吓；迫近（threaten的ing形式）

476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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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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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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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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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0 tornadic 1 [tɔ:'nædik, -'nei-] adj.龙卷风的，飓风的；旋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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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2 touchdown 1 ['tʌtʃdaun] n.着陆，降落；触地；触地得分

483 touched 1 adj.受感动的；神经兮兮的 v.触摸（tou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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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5 train 1 [trein] n.火车；行列；长队；裙裾 v.培养；训练；瞄准 n.(Train)人名；(英)特雷恩；(法)特兰；(意)特拉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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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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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8 traveled 1 ['trævəld] adj.富有旅行经验的；旅客多的；旅客使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过去分词）

489 tre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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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tribes 1 特里韦斯

491 trips 1 [trɪp] n. 旅行；摔倒；差错；轻快的步伐 vt. 使跌倒；使失败；使犯错；起锚；竖帆 vi. 绊倒；旅行；轻快地走；失误；
结巴

492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493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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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5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496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497 undersized 1 [,ʌndə'saizd] adj.较一般为小的

498 unidentified 2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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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0 unmanned 1 [,ʌn'mænd] adj.无人的；无人操纵的；被阉割的 v.使失去男子气质（unm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5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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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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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vacationers 1 n.度假者，休假者( vacationer的名词复数 )

504 vicinity 2 [vɪ'sɪnɪtɪ] n.邻近，附近；近处

5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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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6 Vincent 7 ['vinsənt] n.文森特（男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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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8 volcanic 1 [vɔl'kænik] adj.火山的；猛烈的；易突然发作的 n.火山岩

509 volcano 12 [vɔl'keinəu] n.火山

510 warned 4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511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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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3 wat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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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4 waterspout 4 ['wɔ:təspaut, 'wɔ-] n.海龙卷；排水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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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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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6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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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7 weath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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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8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5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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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0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5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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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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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3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5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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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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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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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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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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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9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530 whil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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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1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532 wild 1 [waild] adj.野生的；野蛮的；狂热的；荒凉的 n.荒野 adv.疯狂地；胡乱地 n.(Wild)人名；(英)怀尔德；(法、德、葡、捷、
匈)维尔德

5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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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4 wind 1 [[wɪnd] n.风；呼吸；气味；卷绕 vt.缠绕；上发条；使弯曲；吹号角；绕住或缠住某人 vi.缠绕；上发条；吹响号角 n.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535 winter 1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
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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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7 wonder 1 [ˈwʌndə(r)] n.惊奇；奇迹；惊愕 vi.怀疑；想知道；惊讶 vt.怀疑；惊奇；对…感到惊讶 adj.奇妙的；非凡的 n.Wonder，
旺德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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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9 word 1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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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1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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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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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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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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