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4-21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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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broad 1 [ə'brɔ:d] adv.在国外；到海外 adj.往国外的 n.海外；异国

4 accusing 1 [ə'kju:ziŋ] adj.指责的；非难的；归咎的 v.指责；指控（accus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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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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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visories 3 [əd'vaɪzəri] adj. 顾问的；咨询的；劝告的 n. 报告

8 advisory 2 [əd'vaizəri] adj.咨询的；顾问的；劝告的 n.报告；公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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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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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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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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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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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lison 2 ['ælisən] n.艾莉森（女子名）

15 all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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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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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lternative 1 [ɔ:l'tə:nətiv] adj.供选择的；选择性的；交替的 n.二中择一；供替代的选择

19 americans 3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20 ammonia 1 [ə'məunjə] n.[无化]氨，阿摩尼亚

21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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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nd 3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4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5 app 1 [æp] abbr.应用（Application）；穿甲试验（ArmorPiercingProof） n.(App)人名；(英)阿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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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pproximately 1 [ə'prɔksimitli] adv.大约，近似地；近于

28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29 ar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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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31 aren 1 阿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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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arrested 1 [ə'restɪd] adj. 逮捕的 动词arr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4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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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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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 Atwood 2 [ˈætˌwʊəd] 阿特伍德Attwood的变体 阿特伍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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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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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e 1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0 beard 1 [biəd] vt.公然反对；抓…的胡须 n.胡须；颌毛 vi.充当掩护；充当男随员 n.(Beard)人名；(英)比尔德

41 bears 1 [beəz] n. 熊；卖空者 名词bear的复数形式. 动词bear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42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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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44 begin 4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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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erries 1 ['berɪz] n. 浆果 名词berry的复数形式.

47 besides 1 [bi'saidz] adv.此外；而且 prep.除…之外

48 biased 1 ['baiəst] adj.有偏见的；结果偏倚的，有偏的

49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50 bi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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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black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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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bleach 2 [bli:tʃ] vt.使漂白，使变白 vi.变白，漂白 n.漂白剂

53 blu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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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4 blueberries 1 [b'luːberɪz] 蓝莓

55 bodies 1 英 ['bɒdi] 美 ['bɑːdi] n. 身体；主体；正文；主要部分；尸体；躯体；团体 v. 赋…以形体

56 breathe 1 [bri:ð] vi.呼吸；低语；松口气；（风）轻拂 vt.呼吸；使喘息；流露；低声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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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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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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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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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am 6 [kæm] n.凸轮 n.(Cam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卡姆

62 camera 2 ['kæmərə] n.照相机；摄影机 n.(Camera)人名；(英、意、西)卡梅拉

63 campus 1 ['kæmpəs] n.（大学）校园；大学，大学生活；校园内的草地 n.(Campus)人名；(英)坎帕斯；(意、罗)坎普斯；(法)康皮
斯

64 can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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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captured 1 英 ['kæptʃə(r)] 美 ['kæptʃər] vt. 捕获；占领；夺取；吸引；(用照片等)留存 n. 捕获；战利品

66 careful 1 ['kεəful] adj.仔细的，小心的

67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68 carnivores 1 [kaː nɪvɔː z] n. 肉食动物；食虫植物 名词carnivore的复数形式.

69 catch 1 [kætʃ] vt.赶上；抓住；感染；了解 vi.赶上；抓住 n.捕捉；捕获物；窗钩

70 catching 2 ['kætʃiŋ] adj.传染性的；有魅力的 v.抓住（catch的ing形式）

71 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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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DC 4 abbr. 疾病控制中心(=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)

74 centers 2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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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charges 1 [t'ʃɑːdʒɪz] n. 费用

77 chauvin 6 n.(Chauvin)人名；(法)肖万

78 chemicals 1 ['kemɪklz] n. 化学药品；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

79 cleaned 1 [kliː n] adj. 干净的；纯洁的；完全的；空白的；正当的；精准的 adv. 完全地 n. 清洁 v. 打扫；清扫；擦，刷

80 cleaners 1 ['kliː nəz] n. 洗衣店；干洗店 名词cleaner的复数形式.

81 cleaning 2 ['kli:niŋ] n.清洗；清除；去污；大败 v.清洁（clean的ing形式）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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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clip 6 n.（塑料或金属的）夹子；回纹针；修剪；剪报 vt.剪；剪掉；缩短；给…剪毛（或发）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
某物上 vi.剪；修剪；剪下报刊上的文章（或新闻、图片等）；迅速行动；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某物上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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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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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cnn 9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86 coat 1 [kəut] n.外套 vt.覆盖…的表面 n.(Coat)人名；(法)科阿

87 collar 5 ['kɔlə] n.衣领；颈圈 vt.抓住；给…上领子；给…套上颈圈 n.(Collar)人名；(法)科拉尔；(西)科利亚尔；(英)科勒

88 colleges 2 ['kɒlɪdʒɪz] 高校

89 Columbia 1 [kə'lʌmbiə] n.哥伦比亚

90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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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2 common 2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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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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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confirmed 1 [kən'fə:md] adj.确认的；保兑的；坚定的；惯常的 v.确证；使坚定（confirm的过去分词）；批准

97 considering 1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
98 constantly 1 ['kɔnstəntli] adv.不断地；时常地

99 contiguous 1 [kən'tigjuəs] adj.连续的；邻近的；接触的

100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101 control 2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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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coronavirus 3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104 correspondent 4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
105 coughing 1 英 [kɒf] 美 [kɔː f] v. 咳嗽；咳 n. 咳嗽

106 counter 1 [英 [ˈkaʊntə(r)] 美 [ˈkaʊntɚ] n.柜台；对立面；计数器；（某些棋盘游戏的）筹码 vt.反击，还击；反向移动，对着干；
反驳，回答 vi.逆向移动，对着干；反驳 adj.相反的 adv.反方向地；背道而驰地

107 counterfeit 1 ['kauntəfit] vt.伪造，仿造；假装，伪装 vi.仿造；假装 n.赝品；冒牌货；伪造品 adj.假冒的，伪造的；虚伪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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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110 covid 6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11 crows 1 英 [krəʊ] 美 [kroʊ] n. 乌鸦；啼叫；欢叫 v. 报晓；啼叫；欢叫；夸口；洋洋自得

112 cubs 2 ['kʌbz] n. 幼童军，童子军

113 cvs 1 CVS公司(财富500强公司之一, 总部所在地美国, 主要经营零售)；[医]绒膜绒毛取样（=chorionic villus sampling）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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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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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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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dawg 1 [dɔ:g] n.狗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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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days 2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120 dead 1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
121 death 2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122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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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degree 3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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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department 3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127 derek 1 ['derik] n.德里克（男名）

128 detach 1 [di'tætʃ] vt.分离；派遣；使超然

129 detergent 1 [di'tə:dʒənt] n.清洁剂；去垢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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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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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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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disease 3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134 disinfectant 1 [,disin'fektənt] n.消毒剂 adj.消毒的

135 disinfectants 2 [dɪsɪn'fektənts] 消毒剂

136 disinfecting 2 [ˌdɪsɪn'fekt] v. 消毒；杀菌

137 do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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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dog 2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
139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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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1 doorknobs 1 n.球形门拉手( doorknob的名词复数 )

142 download 1 [,daʊn'lod] vt.[计]下载

143 dozen 1 ['dʌzən] n.十二个，一打 adj.一打的

144 dripping 1 ['dripiŋ] n.滴；水滴；滴下物 adj.湿淋淋的；欲滴的 adv.欲滴地；湿淋淋地 v.滴下（drip的ing形式）

145 drone 1 n.雄蜂；嗡嗡的声音；懒惰者 n.无人机（非正式） vi.嗡嗡作声；混日子 vt.低沉地说 n.n.(Drone)人名；(法)德罗纳

146 droplets 1 [d'rɒplets] 液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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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dry 1 [drai] adj.干的；口渴的；枯燥无味的；禁酒的 vt.把…弄干 vi.变干 n.干涸 n.(Dry)人名；(法)德里

149 due 1 [dju:, du:] adj.到期的；预期的；应付的；应得的 n.应付款；应得之物 adv.正（置于方位词前） n.(Due)人名；(英)迪尤

150 duke 1 [dju:k, du:k] n.公爵，（公国的）君主；公爵（种）樱桃 n.(Duke)人名；(西、俄、瑞典、英)杜克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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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eastern 1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153 eat 3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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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effective 1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
156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157 elephants 1 ['elifənts] n.大象（elephant的复数）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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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enabled 1 [e'neɪbld] adj. 可激活的；已启用的

160 end 5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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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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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64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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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eventually 1 [i'ventʃuəli] adv.最后，终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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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exemptions 1 n.（义务等的）免除( exemption的名词复数 ); 免（税）; （收入中的）免税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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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extra 3 ['ekstrə] adv.特别地，非常；另外 n.临时演员；号外；额外的事物；上等产品 adj.额外的，另外收费的；特大的

171 eye 1 [ai] n.眼睛；视力；眼光；见解，观点 vt.注视，看 n.(Eye)人名；(德)艾厄；(英)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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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famil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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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fastened 1 英 ['fɑːsn] 美 ['fæsn] vt. 拴紧；使固定；系；强加于 vi. 固定；系紧；抓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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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 favorite 1 ['feivərit] n.幸运儿；喜欢的事物；特别喜欢的人 adj.最喜爱的；中意的；宠爱的 n.(Favorite)人名；(英)费沃里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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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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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fell 1 [fel] adj.凶猛的；毁灭性的 vt.砍伐；打倒；击倒 n.[林]一季所伐的木材；折缝；兽皮 v.掉下；摔倒；下垂；变坏（fall的过
去式） n.(Fe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费尔

179 fend 1 [fend] vt.谋生；保护；挡开；供养 vi.照料；供养；力争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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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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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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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fir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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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fis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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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fishing 1 ['fiʃiŋ] n.渔业；捕鱼（术）；试探；装配 adj.钓鱼的；钓鱼用的 v.捕鱼（fish的ing形式）

186 flight 2 [flait] n.飞行；班机；逃走 vt.射击；使惊飞 vi.迁徙 n.(Flight)人名；(英)弗莱特

187 floyd 6 [flɔid] n.弗洛伊德（男子名）

188 focus 1 ['fəukəs] n.焦点；中心；清晰；焦距 vt.使集中；使聚焦 vi.集中；聚焦；调节焦距 n.(Focus)人名；(瑞典)福库斯

189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90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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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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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form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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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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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197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98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199 further 1 ['fə:ðə] adv.进一步地；而且；更远地 adj.更远的；深一层的 vt.促进，助长；增进

200 gables 1 n.尖顶屋两端的山形墙( gable的名词复数 )

201 George 2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202 Georgetown 1 ['dʒɔ:dʒtaun] n.乔治城（圭亚那首都）

203 Georgia 1 ['dʒɔ:dʒjə] n.乔治亚州；格鲁吉亚（前苏联加盟共和国）；乔治娅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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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06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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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good 2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209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210 GPS 1 abbr.全球定位系统（GlobalPositionSystem）；通用雷达（GeneralPurposeRadar）；炮长主瞄准镜（Gunner'sPrimarySight）

211 gray 4 [grei] adj.灰色的；苍白的；灰白头发的；阴郁的 n.灰色；暗淡的光线 vi.成为灰色或灰白 vt.使成灰色或灰白 n.(Gray)人
名；(意)格拉伊；(英、法、葡、瑞典)格雷

212 guidance 2 ['gaidəns] n.指导，引导；领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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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guilty 3 ['gilti] adj.有罪的；内疚的

215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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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6 hair 2 [hεə] n.头发；毛发；些微 vt.除去…的毛发 vi.生长毛发；形成毛状纤维 adj.毛发的；护理毛发的；用毛发制成的

217 haircut 1 ['hεəkʌt] n.理发；发型

218 hairy 1 ['hεəri] adj.多毛的；毛状的；长毛的 n.(Hairy)人名；(法)艾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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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9 handcuffed 1 ['hændkʌf] n. 【常复数】手拷 v. 上手拷

220 hands 1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
221 Harvard 1 ['hɑ:vəd] n.哈佛大学；哈佛大学学生

222 has 5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
223 ha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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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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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heart 1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
226 helicopter 1 ['helikɔptə] n.[航]直升飞机 vi.[航]乘直升飞机 vt.由直升机运送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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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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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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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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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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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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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
235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236 household 2 adj.家庭的；日常的；王室的 n.全家人，一家人；(包括佣工在内的)家庭，户 n.(Household)人名；(英)豪斯霍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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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howl 1 [haul] vi.咆哮；怒吼；狂吠 vt.狂喊着说；对…吼叫 n.嗥叫；怒号；嚎哭

239 howling 2 ['hauliŋ] adj.咆哮的；极大的；哭哭啼啼的 n.啸鸣 v.咆哮（howl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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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if 6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42 in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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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3 ingenuity 1 n.心灵手巧，独创性；精巧；精巧的装置 n.西门子公司将其品牌宣言“Ingenuityforlife”诠释为“博大精深同心致远”

244 is 1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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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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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it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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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49 Jeanne 1 [dʒi:n] n.珍妮（女子名，等于Joanna）

250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51 jury 1 ['dʒuəri] n.[法]陪审团；评判委员会 adj.应急的 n.(Jury)人名；(西)胡里；(英、法)朱里；(德)尤里

252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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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knee 1 [ni:] n.膝盖，膝 vt.用膝盖碰 n.(Knee)人名；(英)尼

255 kneeling 1 [niː lɪŋ] n. 膝腿；跪 动词kneel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56 knelt 1 [nelt] v.跪下（kneel的过去式）

257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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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kosik 2 科希克

260 kylie 2 ['kaili] n.回飞棒的一种 n.(Kylie)人名；(英)凯莉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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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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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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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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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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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le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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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269 legally 1 ['li:gəli] adv.合法地；法律上

270 lens 1 n.透镜，镜头；眼睛中的水晶体；晶状体；隐形眼镜；汽车的灯玻璃 vt.给……摄影

271 level 2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272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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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lik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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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276 listed 1 ['listid] adj.列出的；表列的；已登录的 v.列出；登记（list的过去分词）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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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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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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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lone 3 [ləun] adj.单身的；独自的；寂寞的；人迹稀少的 n.(Lone)人名；(西、肯)洛内；(丹)隆娜；(缅)伦

281 looting 1 [lu tː] n. 掠夺品；赃物；<俚>钱 v. 掠夺；洗劫

282 lo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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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284 lower 2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285 ma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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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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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make 2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288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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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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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manslaughter 1 ['mæn,slɔ:tə] n.杀人；过失杀人；一般杀人罪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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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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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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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296 medical 4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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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methods 2 ['meθədz] n.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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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Minnesota 4 [,mini'səutə] n.明尼苏达州（美国中北部洲）

301 minutes 1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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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mixed 1 [mikst] adj.混合的；形形色色的；弄糊涂的 v.混合；弄混（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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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Monday 2 ['mʌndi] n.星期一

305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306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07 moos 5 [mu ]ː v. 牛哞哞叫 n. 牛鸣声

308 mo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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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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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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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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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murder 2 ['mə:də] vt.谋杀，凶杀 n.谋杀，凶杀 vi.杀人，犯杀人罪

313 my 2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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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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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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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nearby 1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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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neck 1 [nek] n.脖子；衣领；海峡 vi.搂著脖子亲吻；变狭窄 vt.使变细；与…搂著脖子亲吻 n.(Neck)人名；(德、意、英)内克

320 need 3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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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2 negative 1 ['negətiv] adj.[数]负的；消极的；否定的；阴性的 n.否定；负数；[摄]底片 vt.否定；拒绝

323 never 2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24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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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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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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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not 9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29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30 now 5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331 oddball 1 ['ɔdbɔ:l] adj.古怪的；奇怪的 n.古怪；古怪的人

332 of 2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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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officer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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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officials 3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336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337 O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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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one 6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
339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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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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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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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344 our 5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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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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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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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348 oxygen 1 ['ɔksidʒən] n.[化学]氧气，[化学]氧

349 pack 2 [pæk] n.包装；一群；背包；包裹；一副 vt.包装；压紧；捆扎；挑选；塞满 vi.挤；包装货物；被包装；群集 n.(Pack)人
名；(英、德)帕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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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park 1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
352 particularly 1 [pə'tikjuləli] adv.特别地，独特地；详细地，具体地；明确地，细致地

353 paws 1 abbr. 极地自动天气站(=Polar Automatic Weather Station) abbr. 程控自动焊接系统(=Programmed Automatic Welding System)
n. 脚爪；爪子；<口>手（名词paw的复数形式）

354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55 percent 1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
356 performed 1 英 [pə'fɔː m] 美 [pər'fɔː rm] v. 执行；履行；表演；运转；举行

357 perspective 1 [pə'spektiv] n.观点；远景；透视图 adj.透视的

358 pH 1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
359 pharmacies 1 英 ['fɑːməsi] 美 ['fɑ rːməsi] n. 药房；药剂学
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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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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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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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poison 1 vt.污染；使中毒，放毒于；败坏；阻碍 vi.放毒，下毒 n.毒药，毒物；酒；有毒害的事物；[助剂]抑制剂；(Poison)人
名；(西)波伊松

364 polic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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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Pomona 1 [pə'məunə] n.波摩娜（果树女神）

366 pounds 1 [paʊnd] n. 磅；英镑 n. （汽车）扣押所；宠物收留所 vt. 捣碎；敲打；连续猛击 vi. 咚咚地走；怦怦地响

367 ppr 1 n. 生产零件分开出售

368 prescription 1 [pris'kripʃən] n.药方；指示；惯例 adj.凭处方方可购买的

369 prestigious 1 [pre'stidʒəs, -'sti:-] adj.有名望的；享有声望的

370 prevention 2 [pri'venʃən, pri:-] n.预防；阻止；妨碍

371 prison 1 ['prizən] n.监狱；监禁；拘留所 vt.监禁，关押 n.(Prison)人名；(德)普里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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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programmed 1 ['prəugræmd, -grəmd] adj.程序化的，程控的 v.规划；制作节目（program的过去分词）

374 project 1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375 pronounced 1 [prəu'naunst] adj.显著的；断然的；讲出来的 v.发音；宣告；断言（pronounce的过去分词）

376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377 protes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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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protests 2 英 ['prəʊtest] 美 ['proʊtest] n. 抗议；反对 v. 抗议；反对；申明；断言

379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380 puns 1 [pʌn] n. 双关语 vt. 说双关语

381 pup 1 [pʌp] n.小狗；幼畜 vt.生（小狗等小动物） vi.生小狗

382 quit 1 [kwit] vt.离开；放弃；停止；使…解除 vi.离开；辞职；停止 n.离开；[计]退出 adj.摆脱了…的；已经了结的 n.(Quit)人
名；(英)奎特

383 rapid 2 ['ræpid] adj.迅速的，急促的；飞快的；险峻的 n.急流；高速交通工具，高速交通网

384 rates 1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
3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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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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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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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389 recommend 1 [,rekə'mend] vt.推荐，介绍；劝告；使受欢迎；托付 vi.推荐；建议

390 recycling 1 [ˌriː 'saɪklɪŋ] n. 回收利用 动词recycle的现在分词.

391 r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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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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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2 regularly 1 ['regjələli] adv.定期地；有规律地；整齐地；匀称地

393 regurgitate 1 [ri'gə:dʒiteit, ri:-] vi.回流；回涌；反胃；反刍 vt.使回流；使回涌；使反刍

394 related 2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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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reminds 1 [rɪ'maɪnd] vt. 使想起；提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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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require 3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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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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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402 researchers 4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403 restricted 1 [ri'striktid] adj.受限制的；保密的 v.限制（restr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04 result 3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405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406 retrieve 1 [ri'tri:v] vt.[计]检索；恢复；重新得到 vi.找回猎物 n.[计]检索；恢复，取回

407 returning 1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
408 ringing 1 ['riŋiŋ] adj.响亮的；明白的 n.铃声 v.响（ring的ing形式）

409 risk 2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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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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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rutgers 1 n.罗格斯大学

4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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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savannah 1 [sə'vænə] n.大草原，热带草原（等于savanna）

415 say 3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416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417 says 5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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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schools 1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420 Seattle 1 [si'ætl] n.西雅图（美国一港市）

421 second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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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secret 1 ['si:krit] n.秘密；秘诀；机密 adj.秘密的；机密的 n.(Secret)人名；(法)塞克雷

423 sedated 1 [sɪ'deɪt] adj. 安静的；镇静的 vt. 使安静；使镇静

424 selling 1 ['seliŋ] n.销售；出售 v.出售（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(Selling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塞林

425 sentenced 1 ['sentəns] n. 句子；判决 vt. 宣判；判决

4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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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7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4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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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9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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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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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2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433 sick 1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
434 silent 1 ['sailənt] adj.沉默的；寂静的；无记载的 n.无声电影

4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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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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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6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437 skin 1 [skin] n.皮肤；外皮 vt.剥皮 vi.愈合；长皮

438 sk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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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9 sleeping 1 ['sli:piŋ] adj.睡着的 n.睡眠

440 sneezing 1 ['sniː zɪŋ] n. 打喷嚏 动词sneez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41 s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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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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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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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4 someone 3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445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446 spawning 1 ['spɔ:niŋ] v.播种，产卵；大量生成（spawn的现在分词） n.产卵；增殖

4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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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8 spend 1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449 spots 1 [spɒts] n. 污点 名词spot的复数形式.

450 spreading 3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451 spreads 1 [spred] v. 传播；展开；散布；铺开；伸展；涂撒 n. 范围；传播；差额；幅度；盛宴

452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453 stat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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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4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4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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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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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7 strictly 1 ['striktli] adv.严格地；完全地；确实地

458 strongly 1 ['strɔŋli, 'strɔ:ŋ-] adv.强有力地；坚强地；激烈地；气味浓地

459 student 1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460 students 3 [st'juːdnts] 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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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2 suckers 1 英 ['sʌkə(r)] 美 ['sʌkər] n. 傻瓜；吸盘；吸管；<口>棒棒糖

463 supposed 1 [sə'pəuzd] adj.假定的；被信以为真的；想象上的 v.假定（suppose的过去分词）

464 surfaces 5 英 ['sɜ fːɪs] 美 ['sɜ rːfɪs] n. 表面；外表；平面 adj. 表面的；肤浅的 vt. 在 ... 上加表层；使 ... 成平面 vi. 浮到水面；显露；在
表面工作

465 sushi 1 ['su:ʃi] n.寿司（生鱼片冷饭团）

466 suspected 1 英 [səs'pektɪd] 美 [sə'spektɪd] adj. 可疑的；嫌疑的 动词su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67 switches 1 [swɪtʃɪs] n. [计算机] DOS命令 : 允许从101键的键盘向后兼容；及将WINA20

468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4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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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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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1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472 talked 1 [tɔː k] v. 交谈；商讨；演讲；阐述；劝服 n. 谈话；会谈；讨论；讲话；空谈

4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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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4 test 3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475 tests 3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476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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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7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4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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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9 the 5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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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0 their 5 [ðεə, 弱ðər] pron.他们的，她们的；它们的 n.(Their)人名；(英)蒂尔；(芬、瑞典)泰尔

481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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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3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484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485 they 1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86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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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8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489 third 2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490 thi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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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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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2 though 2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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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thrill 1 [θril] n.激动；震颤；紧张 vt.使…颤动；使…紧张；使…感到兴奋或激动 vi.颤抖；感到兴奋；感到紧张

4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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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6 tidbit 1 ['tidbit] n.小栏报导；珍闻（等于titbit）

497 timber 2 ['timbə] n.木材；木料 n.(Timber)人名；(瑞典)廷贝尔

498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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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9 to 38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
(普通话·威妥玛)

500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501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502 tom 1 n.雄性动物（尤指雄猫）；汤姆（人名） v.〈美口〉(像汤姆叔一样)逆来顺受

503 touch 1 [tʌtʃ] vt.接触；触动；使轻度受害 vi.触摸；涉及；接近；提到 n.接触；触觉；格调；少许 n.(Touch)人名；(柬)杜；(英)
陶奇

504 toxic 1 ['tɔksik] adj.有毒的；中毒的

505 tracked 2 ['trækt] adj.有履带的 v.[计][电子]跟踪，追踪（track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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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7 transmission 1 [trænz'miʃən, træns-, trɑ:n-] n.传动装置，[机]变速器；传递；传送；播送

508 trapped 1 [træpt] adj. 陷入困境的；受到限制的 动词tra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509 travel 6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510 tri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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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1 trim 2 [trim] vt.修剪；整理；装点 vi.削减 n.修剪；整齐；情形 adj.整齐的 n.(Trim)人名；(意)特里姆

512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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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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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5 tundra 1 ['tʌndrə] n.[生态]苔原；[地理]冻原；冻土地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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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7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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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9 ultrasonic 1 [,ʌltrə'sɔnik] adj.[声]超声的；超音速的 n.超声波

520 unidentified 5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521 unintentional 1 [ˌʌnɪn'tenʃənl] adj. 非故意的；无心的

522 unique 1 [ju:'ni:k] adj.独特的，稀罕的；[数]唯一的，独一无二的 n.独一无二的人或物 n.(Unique)人名；(英)尤妮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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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4 universities 4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 rːsəti] n. 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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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5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526 unless 2 [ən'les] conj.除非，如果不 prep.除…之外

527 unrest 1 [,ʌn'rest] n.不安；动荡的局面；不安的状态

528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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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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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0 updating 1 [ʌp'deɪtɪŋ] adj. 更新的 动词upda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531 urge 1 [ə:dʒ] vt.力劝，催促；驱策，推进 n.强烈的欲望，迫切要求；推动力 vi.强烈要求

532 us 2 pron.我们

533 u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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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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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5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536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537 vaccinated 2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538 vaccination 1 [,væksi'neiʃən] n.接种疫苗；种痘

539 vaccinations 1 接种

540 vaccine 1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541 vaccines 1 疫苗程序

542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43 verdict 1 ['və:dikt] n.结论；裁定

5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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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5 view 1 [vju:] n.观察；视野；意见；风景 vt.观察；考虑；查看

546 viewer 1 n.观察者；观看者；观众；[仪]指示器

547 viewers 1 ['vjuːəz] n. 观看者；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.

548 violent 1 ['vaiələnt] adj.暴力的；猛烈的

549 Voyageurs 2 加拿大的船夫或樵夫 旅客（voyageur的复数）

550 was 1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51 washing 1 ['wɔʃiŋ, 'wɔ:ʃ-] n.洗涤；洗涤剂；要洗的衣物 adj.洗涤用的，清洗用的 v.洗；使受洗礼（wash的ing形式）

5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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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53 watching 5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554 wat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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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5 wav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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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6 way 1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
5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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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8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559 Weeks 3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560 weigh 1 [wei] vt.权衡；考虑；称…重量 vi.重量为…；具有重要性；成为…的重荷；起锚 n.权衡；称重量

561 welled 1 [wel] adv. 很好地；相当地 int. 好吧；啊 adj. 健康的；良好的；适宜的 n. 井；源泉；楼梯井 v. 涌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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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3 were 5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564 wet 1 [wet] adj.[气象][物]潮湿的；有雨的 n.雨天；湿气 vt.弄湿 vi.变湿 n.(Wet)人名；(英、纳米、南非)韦特

5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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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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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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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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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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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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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1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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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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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3 with 9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574 within 3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575 wolf 18 [wulf] n.狼；色狼；残忍贪婪之人 vt.大吃；狼吞虎咽地吃 n.(Wolf)人名；(以、捷、芬、瑞典、德、匈、法、罗、荷、英)
沃尔夫

576 wolves 8 [wulvz, 'wulvz] n.狼；贪婪者；色狼（wolf的复数） v.大口地快吃；狼吞虎咽（wolf的单三形式）

577 Woods 1 [wudz] n.[林]树林；森林；木头（wood的复数） v.供以木材；用森林覆盖（wood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Woods)人名；
(英、葡)伍兹

578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579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580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581 Yale 1 [jeil] n.耶鲁（男子名）；（美）耶鲁大学；耶鲁弹簧锁（等于Yalelock）

582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583 yes 2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584 yesterday 1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
585 yet 2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586 York 2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587 you 9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588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
589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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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