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4-14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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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bove 1 [ə'bʌv] prep.超过；在……上面；在……之上 adv.在上面；在上文 adj.上文的 n.上文

4 accident 1 ['æksidənt] n.事故；意外；[法]意外事件；机遇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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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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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chieved 1 [ə'tʃiː vd] adj. 获得的；达到的；实现的 动词achie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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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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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ddressed 1 [ə'dresd] adj. 标记地址的 动词addr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2 administration 2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13 adopt 1 [ə'dɔpt] vt.采取；接受；收养；正式通过 vi.采取；过继

14 adoption 2 [ə'dɔpʃən] n.采用；收养；接受

15 afternoon 1 [,ɑ:ftə:'nu:n, ,æf-, 'ɑ:ftə'nu:n, 'æf-] n.午后，下午

16 afterward 2 ['ɑ:ftəwəd, 'æf-] adv.以后，后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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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ggression 1 [ə'greʃən] n.侵略；进攻；侵犯；侵害

19 aggressive 1 [ə'gresiv] adj.侵略性的；好斗的；有进取心的；有闯劲的

20 aimed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21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22 aircraft 2 ['εəkrɑ:ft] n.飞机，航空器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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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larming 1 [ə'lɑ:miŋ] adj.令人担忧的；使人惊恐的 v.使惊恐（alarm的ing形式）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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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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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llow 1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
28 ally 1 [英 [ˈælaɪ] 美 [ˈælaɪ]] n.同盟国；伙伴；同盟者；助手 vt.使联盟；使联合 vi.联合；结盟 n.(Ally)人名；(巴基)阿利；(法)阿
利；(英)艾丽(女子教名Alice的简称)；(尼日利)阿利

29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30 American 4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31 americans 2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32 an 7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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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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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and 44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6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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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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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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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anything 2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41 anyway 1 ['eniwei] adv.无论如何，不管怎样；总之

42 applying 1 [ə'plaɪ] vt. 应用；涂；使专心从事 vi. 申请；有关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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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44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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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army 1 ['ɑ:mi] n.陆军，军队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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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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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49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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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0 attack 1 [ə'tæk] n.攻击；抨击；疾病发作 vt.攻击；抨击；动手干 vi.攻击；腐蚀 n.(Attack)人名；(瑞典)阿塔克

51 attorney 1 n.律师；代理人；检察官

52 audience 1 [ˈɔː diəns] n.观众；听众；读者；接见；正式会见；拜会

53 authorization 1 [,ɔ:θərai'zeiʃən, -ri'z-] n.授权，认可；批准，委任

54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55 ba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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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ballistic 1 [bə'listik] adj.弹道的；射击的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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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basic 1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
59 be 8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60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61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62 been 5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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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Beijing 2 ['bei'dʒiŋ] n.北京（等于Peking或Pekin）

65 being 3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66 believe 4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67 benefits 1 ['benɪfɪt] n. 利益；津贴；义演；保险金；借助 vt. 有益于；得益

68 between 3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69 biden 2 n. 拜登(姓氏)

70 black 2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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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boasts 1 英 [bəʊst] 美 [boʊst] v. 自夸；吹牛；以...为荣 n. 自夸；引以为荣的事物

73 bonds 1 英 [bɒnd] 美 [bɑːnd] n. 债券；结合；协定；联系；情谊；黏合剂 vt. 使结合；为 ... 作保 vi. 连结；粘合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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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bother 1 ['bɔðə] vt.烦扰，打扰；使……不安；使……恼怒 vi.操心，麻烦；烦恼 n.麻烦；烦恼

76 bottles 1 英 ['bɒtl] 美 ['bɑ tːl] n. 瓶子 vt. 抑制；把 ... 装入瓶内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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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breed 1 [bri:d] vi.繁殖；饲养；产生 vt.繁殖；饲养；养育，教育；引起 n.[生物]品种；种类，类型 n.(Breed)人名；(英)布里德

79 bricks 1 [brɪk] n. 砖；砖块；砖状物 vt. 用砖围砌（或堵）

80 Brooklyn 1 ['bruklin] n.布鲁克林（美国纽约西南部的一区）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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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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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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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calling 1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
85 can 4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的）食品罐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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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canine 1 ['keinain] adj.犬的；犬齿的；犬科的；似犬的 n.犬；[解剖]犬齿 n.(Canine)人名；(英)卡奈因

87 capabilities 1 [ˌkeɪpə'bɪləti] n. 能力；才能；性能；容量

88 capable 1 ['keipəbl] adj.能干的，能胜任的；有才华的

89 captain 2 ['kæptin] n.队长，首领；船长；上尉；海军上校 vt.指挥；率领

90 car 3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91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92 Carl 5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93 carriers 1 ['kæriəz] 载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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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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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center 1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97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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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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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charges 1 [t'ʃɑːdʒɪz] n. 费用

101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102 chihuahua 2 [tʃi'wɑ:wə] n.吉娃娃（一种产于墨西哥的狗）；奇瓦瓦（墨西哥北部的州及其首府名称）

103 chihuahuas 1 n.吉娃娃（一种产于墨西哥的狗）( Chihuahua的名词复数 )

104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105 china 14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106 chinas 1 [t'ʃaɪnəz] 缎面棉带

107 Chinese 5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108 Chu 2 abbr.摄氏热单位（CentigradeHeatUnit） n.(Chu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朱；(尼日利)舒；(柬)朱；(泰)初

109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110 civilian 1 [si'viljən] adj.民用的；百姓的，平民的 n.平民，百姓

111 clearly 1 ['kliəli] adv.清晰地；明显地；无疑地；明净地

112 clips 1 [klɪp] vt. 夹住 v. 剪短 v. 疾驰；猛击 n. 夹子；弹夹；回形针；钳 n. 修剪；(羊毛的)剪下量；(被剪下的)东西

113 closer 1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
114 clot 1 [klɔt] vi.凝结 n.[生理]凝块 vt.使凝结成块 n.(Clot)人名；(法)克洛；(西)克洛特

115 clots 1 英 [klɒt] 美 [klɑ tː] n. 凝块；一群；<非正式>笨蛋 v. 凝结；阻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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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co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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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commanding 1 [kə'mɑ:ndiŋ] adj.指挥的；居高临下的；威风凛凛的 v.指挥；统帅；负责（command的ing形式）

119 commands 1 [kə'mæns] n. 命令；指令 名词comman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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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communist 2 ['kɔmjunist] n.共产党员；共产主义者 adj.共产主义的

122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123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124 comparison 1 [kəm'pærisən] n.比较；对照；比喻；比较关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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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127 conducted 1 [kən'dʌkt] n. 行为；举动；品行 v. 引导；指挥；管理 vt. 导电；传热

128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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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coordinated 1 [kəu'ɔ:dineitid] vt.调整；使调和（coordinate的过去分词）；调节；整理 adj.协调的

131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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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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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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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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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countries 1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37 critical 1 ['kritikəl] adj.鉴定的；[核]临界的；批评的，爱挑剔的；危险的；决定性的；评论的

138 crowds 1 [kraʊd] n. 人群；群众；大群；朋友 v. 拥挤；挤满；涌入；贴近；逼迫

139 cruised 1 [kruːz] n. 巡航；漫游； 游艇 v. 慢速行驶；乘船游览；游弋；巡游

140 culver 8 ['kʌlvə] n.斑鸠 n.(Culver)人名；(英)卡尔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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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cut 1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143 dail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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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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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146 death 3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147 decade 1 ['dekeid] n.十年，十年期；十

148 declared 1 [di'klεəd] adj.公然的；公开宣布的

149 dedicated 1 ['dedikeitid] adj.专用的；专注的；献身的 v.以…奉献；把…用于（dedic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50 defend 3 [di'fend] vt.辩护；防护 vi.保卫；防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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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defied 1 adj.受蔑视的；遭违抗的 v.违抗（defy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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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demonstrate 1 ['demənstreit] vt.证明；展示；论证 vi.示威

155 demonstrations 2 [demənst'reɪʃnz] n. 课堂演示；示范 名词demonstration的复数形式.

156 demonstrators 2 n.游行示威者( demonstrator的名词复数 ); 证明者，示范者

157 destroyer 2 [di'strɔiə] n.驱逐舰；破坏者；起破坏作用的事物

158 deter 1 [di'tə:] vt.制止，阻止；使打消念头 n.(Deter)人名；(德)德特尔

159 devil 1 n.魔鬼；撒旦；家伙；恶棍；淘气鬼；冒失鬼 vt.虐待，折磨；（用扯碎机）扯碎；（替作家，律师等）做助手；抹辣
味料烤制或煎煮

160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61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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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directed 2 [di'rektid, dai-] adj.定向的；经指导的；被控制的 v.指导；管理（dir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64 discussed 1 [dɪs'kʌst] adj. 被讨论的；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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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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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doctors 1 英 ['dɒktə(r)] 美 ['dɑːktər] n. 博士；医生 v. 篡改，伪造；阉割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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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dog 4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
170 dogs 1 n.狗（dog的复数）；瘦狗类 v.紧紧跟踪；追猎；紧随（dog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Dogs)人名；(德)多格斯

171 don 4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172 doses 1 英 [dəʊs] 美 [doʊs] n. 剂量；一剂；一服 vt. 给 ... 服药

173 dramatic 1 adj.戏剧的；急剧的；引人注目的；激动人心的

174 dude 1 n.男人，小伙子 n.(Dude)人名；(德、塞)杜德 n.（非正式）花花公子；纨绔子弟

175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76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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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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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eastern 2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179 edition 1 [i'diʃən] n.版本 版次 集

180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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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electroshock 1 [i'lektrəuʃɔk] n.电击疗法

183 else 2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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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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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entering 1 ['entəriŋ] v.进入（enter的ing形式）；录入；键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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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89 even 1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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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exceeding 1 [ik'si:diŋ] adj.超越的；非常的；过度的 v.超过；占优势（exceed的ing形式）

192 exercises 2 ['eksəsaiz] n.练习题，演习；运动

193 experts 2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94 expired 1 adj. 到期的 动词exp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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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face 1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197 facing 2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198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99 family 3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200 fancy 1 n.幻想；想象力；爱好 adj.想象的；奇特的；昂贵的；精选的 vt.想象；喜爱；设想；自负 vi.幻想；想象 n.(Fancy)人
名；(法)方西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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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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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female 5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205 festering 1 v.溃烂；化脓；引起怨恨（fester的ing形式）

206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207 fight 2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208 final 1 ['fainl] adj.最终的；决定性的；不可更改的 n.决赛；期末考试；当日报纸的末版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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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finger 1 ['fiŋgə] n.手指；指针，指状物 vt.伸出；用手指拨弄 vi.用指触摸；拨弄 n.(Fing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芬格；(俄)芬格尔

211 fired 1 n.因祸得福（电影名） f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212 fireworks 1 英 ['faɪəwɜːks] 美 ['faɪə̩ wɜːks] n. 烟火

2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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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flee 1 [fli:] vi.逃走；消失，消散 vt.逃跑，逃走；逃避

215 flee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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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flexing 1 ['fleksɪŋ] n. 挠曲；可挠性 动词flex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17 flood 1 [flʌd] vt.淹没；充满；溢出 vi.涌出；涌进；为水淹没 n.洪水；泛滥；一大批 n.(Flood)人名；(英)弗勒德；(瑞典、芬)弗洛
德

218 focused 1 英 ['fəʊkəst] 美 ['foʊkəst] adj. 聚焦的；集中的 动词focu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19 folks 1 ['fəʊks] n. 人们；家人；父母 名词folk的复数形式.

220 followed 2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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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1 for 14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22 for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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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foreign 2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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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formally 1 ['fɔ:məli] adv.正式地；形式上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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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fortuna 1 [fɔ:'tju:nə] n.福耳图那（罗马神话中的命运女神）

228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229 friends 2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230 from 10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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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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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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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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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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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goal 2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237 go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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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goo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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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go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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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governed 1 英 ['ɡʌvn] 美 ['ɡʌvərn] v. 统治；支配；管理；规定；控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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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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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guaranteeing 1 [ˌɡærən'tiː ] n. 保证；保证书；担保；担保人；抵押品 vt. 保证；担保

245 guided 2 ['gaidid] adj.有指导的；有向导的 v.指导（guide的过去分词）

246 gun 1 n.枪支；枪状物；持枪歹徒 vi.用枪射击；加大油门快速前进 vt.向…开枪；开大油门 n.(Gun)人名；(瑞典)贡；(英)冈；
(俄、意)古恩

247 guns 1 ['ɡʌnz] 枪炮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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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9 Hainan 1 ['hai'nɑ:n] n.海南（中国南部省名）

250 happened 2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51 happening 2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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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has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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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hate 1 [heit] vt.憎恨；厌恶；遗憾 vi.仇恨 n.憎恨；反感 n.(Hate)人名；(法)阿特

255 hating 3 [heɪt] v. 憎恨；厌恶；讨厌 n. 憎恨；厌恶

256 hav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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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h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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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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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held 2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261 hello 1 [he'ləu, hə-] int.喂；哈罗 n.表示问候，惊奇或唤起注意时的用语 n.(Hello)人名；(法)埃洛

262 helping 2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263 h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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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4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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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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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him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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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7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68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269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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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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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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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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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husband 1 ['hʌzbənd] vt.节约地使用（或管理） n.丈夫 n.(Husband)人名；(英)赫斯本德

275 hype 1 [haip] n.大肆宣传；皮下注射 vt.大肆宣传；使…兴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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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in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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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78 inaudible 1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
279 increasingly 1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
280 independence 1 [,indi'pendəns] n.独立性，自立性；自主

281 independent 1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
282 inhumane 1 [,imhju:'mein] adj.残忍的；无人情味的

283 inquiries 1 英 [ɪn'kwaɪərɪ] 美 [ɪn'kwaɪrɪ] n. 调查；询问；打听；查问 =enquiry(英).

284 instead 3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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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intention 1 [in'tenʃən] n.意图；目的；意向；愈合

287 intercontinental 1 ['intə,kɔnti'nentəl] adj.洲际的；大陆间的

288 intervention 1 [,intə'venʃən] n.介入；调停；妨碍

289 intimidate 1 [in'timideit] vt.恐吓，威胁；胁迫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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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investigation 1 [in,vesti'geiʃən] n.调查；调查研究

292 involv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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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3 involves 1 英 [ɪn'vɒlv] 美 [ɪn'vɑ lːv] vt. 包含；使忙于；牵涉；使卷入；使陷入

294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295 is 2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96 island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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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Islands 1 ['ailənds] n.群岛（island的复数）；岛屿

298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299 i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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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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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302 Jeanne 2 [dʒi:n] n.珍妮（女子名，等于Joanna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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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jing 1 经

305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
306 Johnson 4 ['dʒɔnsən] n.约翰逊（姓氏）

307 Joseph 1 ['dʒəuzif] n.约瑟夫（男子名）；约瑟（圣经中雅各的第十一子）

308 ju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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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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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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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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killing 1 ['kiliŋ] adj.杀害的；迷人的；使人筋疲力尽的 n.杀戮；谋杀；猎获物 v.杀死；消磨；毁掉（kill的ing形式） n.(Killing)人
名；(德)基林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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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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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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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Ladies 1 ['leidiz] n.女盥洗室；女士（Lady的复数）

315 largely 1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
316 la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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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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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league 1 [li:g] n.联盟；社团；范畴 vt.使…结盟；与…联合 vi.团结；结盟 n.(League)人名；(英)利格

319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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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legitimate 1 [li'dʒitimət, li'dʒitimeit] adj.合法的；正当的；合理的；正统的 vt.使合法；认为正当（等于legitimize）

322 lets 1 abbr.地方交易系统（LocalExchangeTradingSystem）

323 liberation 1 [,libə'reiʃən] n.释放，解放

324 license 1 ['laisəns] n.执照，许可证；特许 vt.许可；特许；发许可证给

325 lies 1 [laɪ] v. 躺下；位于；在于；平放；存在；延伸；说谎 n. 谎言

326 lik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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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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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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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ll 1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331 look 2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332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333 love 1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
334 loyal 1 ['lɔiəl] adj.忠诚的，忠心的；忠贞的 n.效忠的臣民；忠实信徒 n.(Loyal)人名；(英、德、西、匈、法)洛亚尔

335 machine 1 [mə'ʃi:n] n.机械，机器；机构；机械般工作的人 vt.用机器制造 n.(Machine)人名；(意)马基内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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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mainland 3 ['meinlənd] n.大陆；本土 adj.大陆的；本土的 n.(Mainland)人名；(英)梅因兰

338 mak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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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mal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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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man 4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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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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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mccain 1 n. 麦凯恩
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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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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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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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349 messaging 1 n.消息传送；通知；信息传送 v.发送；报信（message的ing形式）

350 Mexico 3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351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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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2 Miles 2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353 military 6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354 mill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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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miniatur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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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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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Minneapolis 1 [,mini'æpəlis] n.明尼阿波里斯市（美国一座城市）

358 Minnesota 2 [,mini'səutə] n.明尼苏达州（美国中北部洲）

359 misdemeanor 1 [,misdi'mi:nə] n.轻罪；品行不端

360 missile 2 ['misail, -səl] n.导弹；投射物 adj.导弹的；可投掷的；用以发射导弹的

361 missiles 1 ['mɪsaɪlz] 导弹

362 Missouri 1 [mi'zuəri] n.密苏里（美国州名）

363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364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65 moos 6 [mu ]ː v. 牛哞哞叫 n. 牛鸣声
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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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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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mounting 1 ['mauntiŋ] n.装备，装配；上马；衬托纸 v.增加（mount的ing形式）；爬上 adj.逐渐增加的

369 move 2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370 movie 1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371 muc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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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multiple 2 ['mʌltipl] adj.多重的；多样的；许多的 n.倍数；[电]并联

3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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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nam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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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naval 1 ['neivəl] adj.海军的；军舰的 n.(Naval)人名；(西、德、印)纳瓦尔

376 navy 3 ['neivi] n.海军 深蓝色的

377 near 2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378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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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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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neither 1 ['naiðə, 'ni:-] conj.也不；既不 adv.两个都不；既不……也不 adj.两者都不的 pron.两者都不

382 neurotic 1 [njuə'rɔtik] adj.神经过敏的；神经病的 n.神经病患者；神经过敏者

383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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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nex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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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nights 1 [naits] n.夜；晚上（night的复数形式） adv.每晚；在夜间
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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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noses 1 英 [nəʊzɪz] 美 [noʊzɪz] n. 鼻子 名词no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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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nuclear 1 ['nju:kliə, 'nu:-] adj.原子能的；[细胞]细胞核的；中心的；原子核的

391 occurrences 1 [ə'kʌrənsɪz] n. 发生的事 名词occurence的复数形式.

392 of 4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93 off 5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394 officer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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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officers 4 n.军官，人员（officer复数形式）

396 officials 6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397 oh 1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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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8 Okinawa 1 ['ɔki'nɑ:wɑ:] n.冲绳县（日本）

399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400 On 6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着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401 on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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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2 onl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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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opinion 1 [ə'pinjən] n.意见；主张

4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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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Oregon 1 ['ɔrigən; -gɔn] n.俄勒冈州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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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408 ourselves 1 [,auə'selvz, ,ɑ:-] pron.我们自己；我们亲自

409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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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outstanding 1 [,aut'stændiŋ] adj.杰出的；显著的；未解决的；未偿付的 n.未偿贷款
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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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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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pacific 1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
414 palatable 1 ['pælətəbl] adj.美味的，可口的；愉快的

4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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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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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party 1 n.政党，党派；聚会，派对；当事人[复数parties] vi.参加社交聚会[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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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passionate 1 ['pæʃənit] adj.热情的；热烈的，激昂的；易怒的

420 pause 1 [pɔ:z] n.暂停；间歇 vi.暂停，停顿，中止；踌躇 n.(Pause)人名；(德)保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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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423 peoples 1 ['piː plz] n. 民族

424 perfect 1 ['pə:fikt, pə'fekt] adj.完美的；最好的；精通的 vt.使完美；使熟练 n.完成式 n.(Perfect)人名；(英)珀费克特

425 permanent 1 adj.永久的，永恒的；不变的 n.烫发（等于permanentwave）

426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4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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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pet 3 [pet] n.宠物；生气；受宠爱的人 vt.宠爱 vi.生气；爱抚 adj.宠爱的 n.(Pet)人名；(俄)佩特；(柬)贝

429 pets 1 abbr.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系统（=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） n. 宠物（pet的复数形式）

430 pH 2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
431 photo 1 ['fəutəu] n.照片

432 phrases 1 [freɪz] n. 短语；习语；措辞；[音]乐句 vt. 措词；将(乐曲)分成乐句

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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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pistol 1 ['pistl] n.手枪；信号枪 vt.用手枪射击 n.(Pistol)人名；(罗)皮斯托尔

435 pla 3 abbr. 中国人民解放军（=People's Liberation Army）

4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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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7 pointed 1 ['pɔintid] adj.尖的；突出的；锐利的；率直的 v.指出；瞄准（point的过去式）

438 points 1 [英[pɒɪnts] 美[pɔints]] n.点；目的（point的复数）；见解 v.指引；瞄准（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oints)人名；(英)波因
茨

439 police 11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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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0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441 Portland 1 ['pɔ:tlənd; 'pəu-] n.波特兰（美国奥勒冈州最大的城市）

442 potential 1 [pəu'tenʃəl] n.潜能；可能性；[电]电势 adj.潜在的；可能的；势的

443 pound 1 [paund] n.英镑；重击，重击声；兽栏；拘留所 vt.捣烂；敲打；监禁，拘留 vi.连续重击，猛击 n.(Pound)人名；(英)庞德

444 prancer 6 ['prɑ:sə, 'præ-] n.腾跃前进的人；舞蹈者；欢跃者

445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446 presidential 1 [,prezi'denʃəl] adj.总统的；首长的；统辖的

447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448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449 preventable 1 [pri'ventəbl, pri:-] adj.可预防的；可阻止的；可防止的

450 price 1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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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2 problem 2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453 propped 1 英 [prɒp] 美 [prɑːp] n. 支柱；支持者；倚靠人 n. 道具 n. 螺旋桨；推进器 v. 支撑；维持

454 protests 1 英 ['prəʊtest] 美 ['proʊtest] n. 抗议；反对 v. 抗议；反对；申明；断言

455 pulled 1 ['pʊld] adj. 牵引的 v. 拉；拖；牵；拔（动词pu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456 pure 1 [pjuə] adj.纯的；纯粹的；纯洁的；清白的；纯理论的 n.(Pure)人名；(俄)普雷

4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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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8 rage 1 [reidʒ] n.愤怒；狂暴，肆虐；情绪激动 vi.大怒，发怒；流行，风行 n.(Rage)人名；(丹)拉厄

459 rare 1 adj.稀有的；稀薄的；半熟的 adj.杰出的；极度的；非常好的 adv.非常；极其 vi.用后腿站起；渴望

460 re 7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461 rea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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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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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464 recommended 1 [rekə'mendɪd] adj. 被推荐的 动词recomm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65 recommending 1 [ˌrekə'mend] vt. 推荐；建议；劝告；使受欢迎；使可取

466 reference 1 ['refərəns] n.参考，参照；涉及，提及；参考书目；介绍信；证明书 vi.引用 vt.引用

467 relations 1 [ri'leʃənz] n.关系；交往；事务

468 releasing 1 [rɪ'liː sɪŋ] n. 释放 动词releas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69 reliant 1 [ri'laiənt] adj.依赖的；可靠的；信赖的

470 remove 1 [ri'mu:v] vt.移动，迁移；开除；调动 vi.移动，迁移；搬家 n.移动；距离；搬家

471 re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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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2 reported 1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4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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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4 republic 2 [ri'pʌblik] n.共和国；共和政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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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6 rescuing 1 ['reskju ]ː vt. 营救；援救 n. 营救；救援

477 resigned 1 [ri'zaind] adj.顺从的；已辞职的；己放弃的 v.辞职；顺从（r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478 response 1 [ri'spɔns] n.响应；反应；回答

479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480 resulted 1 [rɪ'zʌlt] n. 结果；成果；答案；成绩；(足球比赛)赢 v. 产生；致使

4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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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2 riot 1 ['raiət] n.暴乱；放纵；蔓延 vi.骚乱；放荡 vt.浪费，挥霍 n.(Riot)人名；(法)里奥；(西)里奥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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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4 rival 1 ['raivəl] n.对手；竞争者 vt.与…竞争；比得上某人 vi.竞争 adj.竞争的 n.(Rival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里瓦尔

485 roughly 1 ['rʌfli] adv.粗糙地；概略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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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6 rule 1 [ru:l] vi.统治；管辖；裁定 n.统治；规则 vt.统治；规定；管理；裁决；支配 n.(Rule)人名；(英)鲁尔；(塞)鲁莱

487 ruler 1 ['ru:lə] n.尺；统治者；[测]划线板，划线的人

488 ruling 1 ['ru:liŋ] adj.统治的；主要的；支配的；流行的，普遍的 n.统治，支配；裁定

4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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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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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ruv 1 (=residual urine volume) (膀胱内)残余尿量

492 sacrifice 1 ['sækrifais] n.牺牲；祭品；供奉 vt.牺牲；献祭；亏本出售 vi.献祭；奉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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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sailed 1 v.航行（sail的过去分词） adj.已开航的

495 say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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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6 says 6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97 scaring 1 英 [skeə(r)] 美 [sker] v. 受惊吓；恐吓；吓走 n. 惊吓；惊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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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9 scrappy 1 ['skræpi] adj.爱打架的；杂凑的；不连贯的；生气勃勃的

500 scuffle 1 ['skʌfl] vi.扭打；乱斗；拖着脚走路 n.混战；扭打 n.(Scuffle)人名；(英)斯卡夫尔

501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5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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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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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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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05 self 1 [self] n.自己，自我；本质；私心 adj.同一的 vt.使自花授精；使近亲繁殖 vi.自花授精 n.(Self)人名；(英)塞尔夫

506 semi 1 ['sem(a)i] n.半挂车；半独立式的住宅 n.(Semi)人名；(意、芬)塞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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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8 she 4 [ʃi:] pron.她（主格）；它（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、船舶、地球、月亮等） n.女人；雌性动物 n.(She)人名；(中)佘(普通
话·威妥玛)

509 shooting 3 ['ʃu:tiŋ] n.射击；打猎；摄影；射门 v.射击（shoot的ing形式）

5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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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1 shot 1 n.发射；炮弹；射手；镜头 adj.用尽的；破旧的；杂色的，闪光的 v.射击（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12 should 3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513 show 2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514 showcase 1 ['ʃəukeis] n.陈列橱，[家具]陈列柜；显示优点的东西 vt.使展现；在玻璃橱窗陈列

515 showcasing 1 英 ['ʃəʊkeɪs] 美 ['ʃoʊkeɪs] n. (玻璃)陈列柜；显示优点的东西 vt. 使展示；陈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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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7 shuster 3 n. 舒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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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9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520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521 sitting 1 ['sitiŋ] n.入席，就坐；开庭；孵卵；坐着的一段时间 adj.坐着的；孵卵中的；在任期中的 v.坐；坐落（sit的ing形式） n.
(Sitting)人名；(英)西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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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3 smallest 1 ['smɔː lɪst] adj. 最小的

5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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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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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6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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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7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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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8 sound 1 [saund] vt.听（诊）；测量，测…深；使发声；试探；宣告 n.声音，语音；噪音；海峡；吵闹；听力范围；[医]探条 adj.
健全的，健康的；合理的；可靠的；有效彻底的 adv.彻底地，充分地 vi.听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回响；测深

5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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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30 source 1 [sɔ:s] n.来源；水源；原始资料 n.(Source)人名；(法)苏尔斯

531 sovereign 1 ['sɔvərin, 'sʌv-] adj.至高无上的；有主权的；拥有最高统治权的；不折不扣的；极好的 n.君主；独立国；最高统治者
n.(Sovereign)人名；(英)索夫林

532 sparked 1 英 [spɑːk] 美 [spɑ rːk] vi. 闪烁；冒火花；热情回应 vt. 激发；引起；向...求爱 n. 火星；朝气；情人；俗丽的年轻人

533 specializes 1 ['speʃəlaɪz] v. 专攻

534 specific 1 [spi'sifik] adj.特殊的，特定的；明确的；详细的；[药]具有特效的 n.特性；细节；特效药

535 spite 1 [spait] n.不顾；恶意；怨恨 vt.刁难；使恼怒

536 state 3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537 States 1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538 stirring 1 ['stə:riŋ] adj.激动人心的；活跃的，活泼的；忙碌的 v.激起（stir的ing形式）

539 sto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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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0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541 stores 1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5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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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strait 2 [streit] adj.狭窄的；苦恼的 n.海峡；困境 n.(Strait)人名；(英)斯特雷特

544 strength 1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
545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546 stun 1 [stʌn] vt.使震惊；打昏；给以深刻的印象 n.昏迷；打昏；惊倒；令人惊叹的事物

547 suburb 1 ['sʌbə:b] n.郊区；边缘

548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549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550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551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5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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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3 tag 1 [tæg] n.标签；名称；结束语；附属物 vt.尾随，紧随；连接；起浑名；添饰 vi.紧随 n.(Tag)人名；(丹)塔；(阿拉伯)塔杰

554 Taiwan 28 ['tai'wɑ:n] n.台湾

5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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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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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57 tape 4 [teip] n.胶带；磁带；带子；卷尺 vt.录音；用带子捆扎；用胶布把…封住 vi.用磁带录音 n.(Ta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558 Taser 1 ['teizə] n.泰瑟枪（一种武器）

559 tear 1 [tɛə,tiə] n.眼泪,（撕破的）洞或裂缝,撕扯 vt.撕掉,扯下,扰乱 vi.流泪,撕破 n.(Tear)人名；(英)蒂尔

560 tension 1 ['tenʃən] n.张力，拉力；紧张，不安；电压 vt.使紧张；使拉紧

561 tensions 2 ['tenʃn] n. 紧张；拉力；张力；紧张状态；[电]电压 vt. 使拉紧；使绷紧

5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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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3 territory 1 ['teritəri] n.领土，领域；范围；地域；版图

5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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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5 thanks 2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566 that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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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7 the 7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68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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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9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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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1 there 6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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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2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73 they 1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74 think 4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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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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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7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578 throu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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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9 thrown 1 [θrəun, 'θrəun] v.抛（throw的过去分词）；扔掉

580 tiffany 2 n.丝纱罗,一种薄绸 n.Tiffany，蒂芙妮（女子名）

5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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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2 to 4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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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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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4 traffic 1 ['træfik] n.交通；运输；贸易；[通信]通信量 vt.用…作交换；在…通行 vi.交易，买卖

585 tragic 1 ['trædʒik] adj.悲剧的；悲痛的，不幸的

586 trailer 1 ['treilə] n.拖车；[电视]预告片；追踪者 vi.乘拖车式活动房屋旅行 vt.用拖车载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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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8 treatment 1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589 trial 1 ['traiəl] n.试验；审讯；努力；磨炼 adj.试验的；审讯的 n.(Trial)人名；(法)特里亚尔

590 tried 3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
591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92 troops 1 n.[军]部队；[军]军队（troop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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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4 troy 1 [trɔi] n.特洛伊（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古城）；特洛伊（美国纽约州一城市）

595 truth 1 [tru:θ] n.真理；事实；诚实；实质

596 try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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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7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98 type 1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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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0 understands 1 英 [ˌʌndə'stænd] 美 [ˌʌndər'stænd] v. 懂得；明白；理解；认识到；听说；获悉

601 unidentified 11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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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3 unless 3 [ən'les] conj.除非，如果不 prep.除…之外

604 unnecessary 1 [,ʌn'nesəsəri] adj.不必要的；多余的，无用的

605 until 2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606 up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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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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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8 us 2 pron.我们

609 use 5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610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611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612 USS 1 [ˌjuːes'es] n. （=United States Senate）美国参议院 (=United States Ship)美国军舰.

613 usually 2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614 vaccine 4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615 ve 3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6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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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7 violence 1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618 violent 1 ['vaiələnt] adj.暴力的；猛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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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9 vowed 1 [vaʊ] n. 誓约 v. 发誓

6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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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1 wa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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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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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3 warheads 1 ['wɔː hedz] 战斗部

624 warrant 1 ['wɔrənt, 'wɔ:-] n.根据；证明；正当理由；委任状 vt.保证；担保；批准；辩解

625 was 10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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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7 w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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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8 weapon 1 ['wepən] n.武器，兵器

629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6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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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1 west 2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632 w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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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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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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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5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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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7 whi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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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8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639 why 3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640 wi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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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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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2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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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4 without 2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645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646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47 words 1 [wə:dz] n.[计]字（word的复数）；话语；言语 v.用言语表达（word的三单形式）

648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6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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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0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651 wow 1 n.极大的成功；一鸣惊人之举；魔兽世界(WorldofWarcraft)；失真 int.（表示极大的惊奇或钦佩）哇，呀

652 wright 9 [rait] n.制作者；工人

653 Wu 1 [wu:] abbr.西联（WesternUnion）；工作单位（WorkUnit）；武汉航空公司

654 XI 1 [sai, zai, ksai, ksi:] n.希腊字母的第14个字母；粒子（等于xiparticle）

655 yappy 1 ['jæpɪ] adj. 喜欢叫嚷的；粗汉的

656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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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8 yelled 1 [jel] v. 大叫 n. 大喊

659 York 2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660 you 18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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