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4-29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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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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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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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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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ctual 1 ['æktʃuəl] adj.真实的，实际的；现行的，目前的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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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ddress 2 vt.演说；从事；忙于；写姓名地址；向…致辞；与…说话；提出；处理 n.地址；演讲；致辞；说话的技巧；称呼

9 adversaries 1 英 ['ædvəsəri] 美 ['ædvərseri] n. 敌手；对手

10 adversary 1 ['ædvəsəri] n.对手；敌手

11 Afghanistan 3 [æf'gænistæn] n.阿富汗（国家名称，位于亚洲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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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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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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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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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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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ggressively 1 [ə'gresivli] adv.侵略地；攻击地；有闯劲地

18 ahead 1 adj.向前；在前的；领先 adv.向前地；领先地；在（某人或某事物的）前面；预先；在将来，为未来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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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irports 1 ['eəpɔː ts] 机场

21 aisle 1 [ail] n.通道，走道；侧廊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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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m 1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-ed
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24 America 3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25 American 3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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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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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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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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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nnual 6 ['ænjuəl] adj.年度的；每年的 n.年刊，年鉴；一年生植物

33 another 1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34 anxiety 1 [æŋ'zaiəti] n.焦虑；渴望；挂念；令人焦虑的事

35 apart 2 [ə'pɑ:t] adv.相距；与众不同地；分离着 adj.分离的；与众不同的

36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37 a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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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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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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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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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42 associated 1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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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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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 attac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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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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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authority 1 [ɔ:'θɔrəti] n.权威；权力；当局

47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48 award 2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49 awards 2 英 [ə'wɔː d] 美 [ə'wɔː 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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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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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because 4 [bi'kɔz] conj.因为

53 bee 1 [bi:] n.蜜蜂，蜂；勤劳的人 n.(Bee)人名；(赤几)贝埃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美；(英)比(女子教名Beatrix和Beatrice的昵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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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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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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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58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59 bet 2 [bet] n.打赌，赌注；被打赌的事物 vt.打赌；敢断定，确信 vi.打赌 n.(Bet)人名；(意、以、瑞典、英)贝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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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
62 bible 1 ['baibl] n.有权威的书

63 biden 5 n. 拜登(姓氏)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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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66 bird 4 [bə:d] n.鸟；家伙；羽毛球 vt.向…喝倒彩；起哄 vi.猎鸟；观察研究野鸟 n.(Bird)人名；(英、西)伯德

67 birden 1 比尔当

68 birds 2 ['bɜːdz] n. 鸟，鸟类；禽（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）

69 bison 2 ['baisən] n.北美野牛；欧洲野牛 n.(Bison)人名；(法、德)比松

70 bitsy 1 ['bitsi] adj.极小的；微小的

71 bless 1 [bles] vt.祝福；保佑；赞美 n.(Bless)人名；(英、意、德、匈)布莱斯

72 bomb 1 [bɔm] vt.轰炸，投弹于 vi.轰炸，投弹；失败 n.炸弹

73 born 1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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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wl 1 [bəul] n.碗；木球；大酒杯 vi.玩保龄球；滑动；平稳快速移动 vt.投球；旋转；平稳快速移动

76 Bridges 2 ['bridʒiz] n.布里奇斯（姓氏）

77 bri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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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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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broadband 1 ['brɔ:dbænd] n.宽频；宽波段 adj.宽频带的；宽波段的；宽频通讯的

80 bugging 1 [buːgɪŋ] n. 窃听 动词bug的现在分词形式.

81 bugs 1 [bʌgz] adj.发疯的，疯狂的 n.(Bugs)人名；(德)布格斯

82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83 businessman 1 ['biznismæn] n.商人

84 b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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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buzz 1 vt.使嗡嗡叫；暗中散布 vi.作嗡嗡声；东奔西忙 n.嗡嗡声 n.网络口碑（消费者或网民对于品牌、产品等广告主在乎的事情
在网上发出的各种声音） n.(Buzz)人名；(英)巴兹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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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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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cabinet 1 ['kæbinit] n.内阁；橱柜；展览艺术品的小陈列室 adj.内阁的；私下的，秘密的

88 cam 2 [kæm] n.凸轮 n.(Cam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卡姆

89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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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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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capacity 1 [kə'pæsəti] n.能力；容量；资格，地位；生产力

93 capitulating 1 [kə'pɪtʃuleɪt] v. 屈从，停止反抗；有条件投降

94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95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96 carter 1 ['kɑ:tə] n.运货马车夫，驾驶货车的人

97 cast 1 [kɑ:s, kæst] vt.投，抛；计算；浇铸；投射（光、影、视线等） n.投掷，抛；铸件，[古生]铸型；演员阵容；脱落物 vi.投，
抛垂钓鱼钩；计算，把几个数字加起来 n.(Cast)人名；(法)卡斯特

98 century 2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99 certai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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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certified 1 ['sə:tifaid] adj.被证明的；有保证的；具有证明文件的 v.证明，证实；颁发合格证书（certify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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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characterized 1 ['kærəktəraɪz] vt. 表示 ... 的典型；赋予 ... 特色

103 checking 1 ['tʃekiŋ] n.校验；[电子][通信]抑制；[涂料]龟裂；检查；[力]裂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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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civil 1 ['sivəl] adj.公民的；民间的；文职的；有礼貌的；根据民法的 n.(Civil)人名；(土)吉维尔；(法)西维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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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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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cnn 5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109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110 come 2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111 comm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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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
113 congress 3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
114 considerations 1 [kənsɪdə'reɪʃnz] 对价

115 constitution 1 n.宪法；体制；章程；构造；建立，组成；体格

116 cope 1 [kəup] vi.处理；对付；竞争 n.长袍 n.(Cope)人名；(英)科普；(西)科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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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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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count 1 [kaunt] vt.计算；认为 vi.计数；有价值 n.计数；计算；伯爵 n.(Count)人名；(法、德、南非)伯爵(欧洲贵族头衔)，康特
(人名)

120 country 1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
乐的

121 court 1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(法)库尔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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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3 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
124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125 creepy 1 adj.诡异的；令人毛骨悚然的；爬行的

126 criminal 1 ['kriminəl] n.罪犯 adj.刑事的；犯罪的；罪恶的

127 crisis 2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128 critters 1 ['krɪte] n. 家畜；生物 名词critter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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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dating 1 ['deitiŋ] n.约会；记日期的；注明日期 v.约会；定日期（date的ing形式）

130 dawg 1 [dɔ:g] n.狗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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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debates 1 [dɪ'beɪt] n. 辩论；讨论 vt. 争论；思考 vi. 辩论

133 degree 1 [di'gri:] n.程度，等级；度；学位；阶层

134 delivered 2 [dɪ'lɪvəd] adj. 已交付的，已交货的；已送达的 v. 递送；发表（演讲）；交付（deli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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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democrat 1 ['deməkræt] n.民主党人；民主主义者；民主政体论者

137 democrats 1 ['deməkræts] n.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.

138 depression 1 n.沮丧；忧愁；抑郁症；洼地；不景气；低气压区

139 describe 1 [di'skraib] vt.描述，形容；描绘

140 desperately 1 ['despərətli] adv.拼命地；绝望地；极度地

141 did 3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42 discuss 2 [dis'kʌs] vt.讨论；论述，辩论

143 discussions 1 [dɪs'kʌʃnz] 讨论

144 distraction 1 [dis'trækʃən] n.注意力分散；消遣；心烦意乱

145 d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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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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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48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149 don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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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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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drama 1 ['drɑ:mə, dræmə] n.戏剧，戏剧艺术；剧本；戏剧性事件 n.(Drama)人名；(刚(金))德拉马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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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154 economic 2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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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elements 1 ['elɪmənts] n. 要素，元素；基本原则；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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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enact 1 vt.颁布；制定法律；扮演；发生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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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enforcement 1 [in'fɔ:smənt] n.执行，实施；强制

161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162 entrance 1 ['entrəns] n.入口；进入 vt.使出神，使入迷

163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
164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65 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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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67 ever 3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168 every 2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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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expanding 1 英 [ɪks'pændɪŋ] 美 [ɪk'spændɪŋ] adj. 扩展的；扩充的 动词expand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71 expedient 2 [ik'spi:diənt] adj.权宜的；方便的；有利的 n.权宜之计；应急手段

172 fail 1 [feil] vi.失败，不及格；破产；缺乏；衰退 vt.不及格；使失望；忘记；舍弃 n.不及格 n.(Fail)人名；(葡、捷)法伊尔；(法)法
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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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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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176 fa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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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fellow 1 ['feləu] n.家伙；朋友；同事；会员 adj.同伴的，同事的；同道的 vt.使…与另一个对等；使…与另一个匹敌 n.(Fellow)人
名；(英)费洛

178 female 7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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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field 3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181 Fields 1 n.域，字段；场设置（field复数形式） v.使上场（field的单三形式） n.(Fields)人名；(德、英、葡)菲尔茨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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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firs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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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lapping 1 [flæpɪŋ] n. 摇摆运动；拍打 动词flap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85 floyd 1 [flɔid] n.弗洛伊德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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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footstool 1 ['fut,stu:l] n.脚凳

188 for 1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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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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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fourth 1 [fɔ:θ] adj.第四的，第四个的；四分之一的 n.第四，月的第四日；四分之一 num.第四

192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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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front 1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
195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196 furth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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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gall 1 [gɔ:l] n.胆汁；五倍子；怨恨；苦味 vt.烦恼；屈辱；磨伤 vi.被磨伤 n.(Gall)人名；(英)高尔；(法、德、俄、意、罗、捷、
塞)加尔

198 garden 1 ['gɑ:dn] n.花园；菜园 vt.栽培花木 vi.从事园艺；在园中种植 n.(Garden)人名；(英、意、巴基)加登

199 generation 1 [,dʒenə'reiʃən] n.一代；产生；一代人；生殖

200 generational 1 [,dʒenə'reiʃənəl] adj.一代的；生育的

201 generations 1 [dʒenə'reɪʃnz] n. 世代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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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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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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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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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6 god 5 [gɔd] n.神；（大写首字母时）上帝 vt.膜拜，崇拜 n.(God)人名；(索、阿拉伯)古德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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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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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goo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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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gop 1 英 [ˌdʒiː əʊ'piː ] 美 [oʊ] abbr. 大老党(美国共和党的别称)(=Grand Old Party ) abbr. 地面观测站(=Ground Observer Post)

211 gosh 1 [gɔʃ] int.天啊；唉；糟了；必定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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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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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grace 1 [greis] n.优雅；恩惠；魅力；慈悲 vt.使优美 n.(Grace)人名；(英)格雷斯，格雷丝(女名)；(法)格拉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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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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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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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grown 1 [grəun] adj.长大的；成年的；长满某物的 v.生长；变成；栽培（grow的过去分词）

218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219 guests 1 [ɡest] n. 客人；宾客；特别来宾；[动植物]寄生生物 v. 做特邀嘉宾；做特约演员；客串；招待；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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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hand 1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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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has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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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have 7 [hæv, 弱həv, əv, v] vt.有；让；拿；从事；允许 aux.已经 n.(Have)人名；(芬)哈韦；(德)哈弗

225 he 4 [hi:, 弱 hi, i:, i] n.男孩，男人；它（雄性动物） pron.他 n.(He)人名；(日)户(姓)；(朝)海；(柬)赫

226 heaving 1 ['hi:vinŋ] v.使起伏；举起（重物）；举起抛出；恶心（heave的ing形式）

227 here 5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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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highlights 3 ['haɪlaɪts] n. 要闻；最亮区 名词highlight的复数形式.

230 hikes 1 [haɪk] n. 徒步旅行；远足；涨价 vi. 远足；提高

231 his 4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32 hogs 1 英 [hɒɡ] 美 [hɔː ɡ] n. 猪；贪婪者；像猪般的人 v. <俚>贪心攫取；独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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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ho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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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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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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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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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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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in 3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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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0 inaudible 2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
241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242 infrastructure 2 ['infrə,strʌktʃə] n.基础设施；公共建设；下部构造

243 inherited 1 [in'heritid] adj.遗传的；继承权的；通过继承得到的 v.继承；经遗传而得（inherit的过去分词）

244 instance 1 ['instəns] n.实例；情况；建议 vt.举...为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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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
247 issue 2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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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it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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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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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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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jimmy 1 ['dʒimi] vt.撬开 n.撬棍；铁撬

254 job 2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255 jobs 4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256 Joe 2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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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joint 1 [dʒɔint] n.关节；接缝；接合处，接合点；（牛，羊等的腿）大块肉 adj.共同的；连接的；联合的，合办的 vt.连接，贴
合；接合；使有接头 vi.贴合；生节 n.(Joint)人名；(法)茹安

258 journalism 2 ['dʒə:nəlizəm] n.新闻业，新闻工作；报章杂志

259 judge 1 [dʒʌdʒ] vt.判断；审判 n.法官；裁判员 vi.审判；判决 n.(Judge)人名；(英)贾奇

260 Judges 1 ['dʒʌdʒiz] n.士师记（又译《民长记》，旧约全书之一卷）

261 ju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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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justice 1 ['dʒʌstis] n.司法，法律制裁；正义；法官，审判员 n.(Justice)人名；(英)贾斯蒂斯，贾斯蒂丝(女名)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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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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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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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knows 1 英 [nəʊ] 美 [noʊ] v. 了解；知道；认识 n. 知情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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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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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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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law 1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271 lawn 1 [lɔ:n] n.草地；草坪 n.(Lawn)人名；(缅)朗

272 lay 1 vt.躺下；产卵；搁放；放置；铺放；涂，敷 adj.世俗的；外行的；没有经验的 n.位置；短诗；花纹方向；叙事诗；性伙伴
vi.下蛋；打赌 v.躺；位于（lie的过去式）

273 leader 4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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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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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277 let 2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278 liberal 1 ['libərəl] adj.自由主义的；慷慨的；不拘泥的；宽大的 n.自由主义者 n.(Liberal)人名；(葡)利贝拉尔

279 lifted 1 [lɪft] vt. 举起；运送；偷窃；升高；还清；取消 vi. 提升 n. 举起；提升；电梯；搭便车；帮助；载货量；扒窃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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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like 2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282 list 2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283 literature 1 ['litərətʃə] n.文学；文献；文艺；著作

284 lo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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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5 longest 1 ['lɔŋgist, 'lɔ:ŋ-] adj.最长的 n.(Longest)人名；(英)朗格斯特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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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288 mainly 1 ['meinli] adv.主要地，大体上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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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male 8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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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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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mark 1 n.标志；马克；符号；痕迹；分数 vi.作记号 vt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 n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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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may 5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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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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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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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98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299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300 medal 2 ['medəl] n.勋章，奖章；纪念章 n.(Medal)人名；(西、捷)梅达尔

301 Members 4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302 mentioned 2 ['menʃnd] adj. 提到的；提过的 动词menti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03 message 6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
304 met 1 [met] v.遇见（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et)人名；(瑞典)梅特

305 meteorologist 3 [,mi:tiə'rɔlədʒist] n.气象学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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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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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9 mom 1 [mɔm] n.妈妈 n.(Mom)人名；(柬)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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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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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13 moos 14 [mu ]ː v. 牛哞哞叫 n. 牛鸣声

314 moral 1 ['mɔrəl, 'mɔ:-] adj.道德的；精神上的；品性端正的 n.道德；寓意 n.(Moral)人名；(德、法、西、葡、土)莫拉尔

315 mo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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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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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multi 1 ['mʌlti] pref.多

318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319 my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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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321 nation 6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322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323 necessary 2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324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325 never 2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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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Newberry 1 n. 纽伯里

328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329 newscast 1 ['nju:zkɑ:st, -kæst] n.新闻广播

330 night 3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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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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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nothing 2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
334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335 oath 1 [əuθ] n.誓言，誓约；诅咒，咒骂

336 of 4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37 off 3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338 office 2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339 oh 5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
340 OK 3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j.好的；不错的 adv.行；很好 int.好；可以 vt.对…表示同意 n.同意

341 oldest 1 ['əuldist] adj.最老的（old的最高级）；最旧的

342 O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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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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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343 on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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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345 opportunities 1 [ˌɒpə'tjuːnɪtɪs] npl. opportunity的复数形式，机会，时机

346 opposing 3 英 [ə'pəʊzɪŋ] 美 [ə'poʊzɪŋ] adj. 反作用的；反向的；相反的；对立的 动词oppose的现在分词.

347 options 1 ['ɒpʃnz] 选择；选择权,名词option的复数形式

348 or 5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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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our 1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51 out 7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352 outsourced 1 业务外包

353 outstanding 2 [,aut'stændiŋ] adj.杰出的；显著的；未解决的；未偿付的 n.未偿贷款

354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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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ow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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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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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358 part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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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359 patience 1 ['peiʃəns] n.耐性，耐心；忍耐，容忍

360 paying 1 ['pei'ŋ] adj.支付的；赢利的；合算的 n.支付；填缝；放送绳链 v.支付；报答（pay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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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percent 2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
3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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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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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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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photo 1 ['fəutəu] n.照片

367 Plainfield 2 ['pleinfi:ld] n.平原镇（位于美国新泽西州北部）

368 pl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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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platitudes 1 [p'lætɪtjuːdz] 演讲八股

370 plus 1 [plʌs] n.正号，加号；好处；附加额 adj.正的；附加的 prep.加，加上 n.(Plus)人名；(德)普卢斯

371 poli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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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policies 1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 lː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373 political 3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374 politician 1 [,pɔli'tiʃən] n.政治家，政客

375 Ports 1 n.[水运]港口，[电子][计]端口（port的复数） n.宝姿（服装品牌）

376 position 1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377 prayed 1 [preɪ] v. 祈祷；请求；恳求；祈求

378 president 16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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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prize 2 [praiz] n.奖品；奖赏；战利品 vt.珍视；捕获；估价 adj.获奖的

381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382 progress 1 ['prəugres, 'prɔ-, prəu'gres] n.进步，发展；前进 vi.前进，进步；进行 n.(Progress)人名；(赞)普罗格雷斯

383 prosperous 1 ['prɔspərəs] adj.繁荣的；兴旺的

384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385 Pulitzer 3 ['pulitsə; 'pju:-] n.普利策（美国新闻业经营者）

386 pull 1 [pul] vt.拉；拔；拖 vi.拉，拖；拔 n.拉，拉绳；拉力，牵引力；拖 n.(Pull)人名；(法)皮尔；(德、瑞典)普尔

387 pulling 1 ['pʊlɪŋ] 动词pull的现在分词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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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8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389 quote 1 [kwəut, kəut] vt.报价；引述；举证 vi.报价；引用；引证 n.引用

390 raccoons 2 [rə'kuːnz] 浣熊

391 race 2 n.属，种；种族，人种；家庭，门第；赛事，赛跑 vt.使参加比赛；和…竞赛；使急走，使全速行进 vi.比速度，参加竞
赛；全速行进 n.(Race)人名；(英)雷斯；(塞)拉采

392 racism 1 ['reisizəm] n.种族主义，种族歧视；人种偏见

393 rain 1 [rein] n.雨；下雨；雨天；雨季 vi.下雨；降雨 vt.大量地给；使大量落下 n.(Rain)人名；(法)兰；(英)雷恩；(罗、捷)赖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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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read 1 [ri:d] vt.阅读；读懂，理解 vi.读；读起来 n.阅读；读物 adj.有学问的 n.(Read)人名；(英)里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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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rebuild 1 [,ri:'bild, 'ri:,bild] vt.重建；改造，重新组装；复原 vi.重建

398 recognizes 1 ['rekəɡnaɪz] vt. 承认；认出；意识到；表示感激；识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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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reform 1 [ri'fɔ:m] n.改革，改良；改正 vt.改革，革新；重新组成 vi.重组；改过 adj.改革的；改革教会的

401 remain 1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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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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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reporters 3 媒体记者

405 representatives 2 [reprɪ'zentətɪvz] n. 众议院议员；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.

406 representing 1 [ˌreprɪ'zent] vt. 表现；表示；描绘；代表；象征；说明；阐明 vi. 提出异议

407 republican 1 [ri'pʌblikən] adj.共和国的；共和政体的；共和主义的；拥护共和政体的 n.共和主义者

408 republicans 1 n.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.

409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410 resolve 1 [ri'zɔlv] vt.决定；溶解；使…分解；决心要做… vi.解决；决心；分解 n.坚决；决定要做的事

411 response 4 [ri'spɔns] n.响应；反应；回答

412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413 roads 2 n. 路；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. 罗兹(姓氏)

414 root 1 [ru:t, rut] n.根；根源；词根；祖先 vi.生根；根除 vt.生根，固定；根源在于 n.(Root)人名；(英)鲁特；(德、瑞典)罗特

4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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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6 Sacramento 1 [,sækrə'mentəu] n.萨克拉门托（美国加州首府）

417 same 3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418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19 sc 1 abbr.最高法院（SupremeCourt）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（SecurityCouncil）；通讯兵团（SignalCorps）

420 scene 1 [si:n] n.场面；情景；景象；事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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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Scott 2 [skɔt] n.斯科特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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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seagulls 1 n.海鸥( seagull的名词复数 )

425 second 1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426 seem 1 [si:m] vi.似乎；像是；装作 n.(Seem)人名；(英)西姆

427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428 sen 1 [sen] n.仙（印度尼西亚等的辅币单位）；钱（日本硬币，等于1/100日元） n.(Sen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生；(中)沈(普
通话·威妥玛)；(中)冼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英、印、柬、孟、波、罗、不丹)森

429 senate 1 ['senit] n.参议院，上院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

430 senator 1 ['senətə] n.参议员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议员；评议员，理事 n.(Senator)人名；(瑞典、斯威)塞纳托尔

431 senators 1 n.参议员( senator的名词复数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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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2 sentence 1 ['sentəns] n.[语][计]句子，命题；宣判，判决 vt.判决，宣判

433 serve 1 [sə:v] vt.招待，供应；为…服务；对…有用；可作…用 vi.服役，服务；适合，足够；发球；招待，侍候 n.发球，轮到发
球 n.(Serve)人名；(法)塞尔夫

434 service 2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435 serving 3 ['sə:viŋ] n.服务；上菜；一份食物 v.服务（serve的ing形式） adj.用于上菜的 n.(Serving)人名；(瑞典)塞尔温

436 session 1 ['seʃən] n.会议；（法庭的）开庭；（议会等的）开会；学期；讲习会

4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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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8 settle 1 ['setl] vi.解决；定居；沉淀；下陷 vt.解决；安排；使…定居 n.有背长椅 n.(Settle)人名；(英)塞特尔

439 shall 2 [ʃæl, 弱ʃəl, ʃl, ʃə, ʃ] aux.应；会；将；必须

440 shortest 1 ['ʃɔː tɪst] adj. 最短的 形容词short的最高级形式.

441 should 1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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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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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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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side 2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
446 sighted 1 ['saitid] adj.有视力的；不盲的 n.有视力的人 v.观测（sight的过去分词）

447 since 5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448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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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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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solution 1 [sə'lju:ʃən] n.解决方案；溶液；溶解；解答

4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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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3 son 1 [sʌn] n.儿子；孩子（对年轻人的称呼）；男性后裔 n.(Son)人名；(土、老、柬)松；(法、罗)索恩；(日)存(名)；(日)孙
(姓)；(越)山

454 sorry 1 ['sɔ:ri, 'sɔ-] adj.遗憾的；对不起的，抱歉的 int.对不起，抱歉（表示委婉的拒绝等）

4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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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6 speaker 1 ['spi:kə] n.演讲者；扬声器；说话者；说某种语言的人 n.(Speaker)人名；(英)斯皮克

457 speech 5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
458 speeches 1 [s'piː tʃɪz] 言语

459 speed 1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
繁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460 spider 1 ['spaidə] n.蜘蛛；设圈套者；三脚架

461 spiders 3 [s'paɪdəz] 蜘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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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standing 2 ['stændiŋ] adj.长期的；直立的；固定的 n.站立；持续；身分 v.站立；坚持不变；坐落于（stand的ing形式） n.
(Standing)人名；(英)斯坦丁；(德)施坦丁

464 starving 1 ['stɑːvɪŋ] adj. 饥饿的 动词star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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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6 State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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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status 1 n.地位；状态；情形；重要身份

468 st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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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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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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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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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2 succeeded 1 [sək'siː dɪd] v. 成功（动词succ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73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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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4 summoned 1 ['sʌmən] vt. 召唤；召集；振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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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6 supplied 1 [sə'plaɪd] adj. 提供的 动词suppl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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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8 supreme 1 [sju'pri:m, sə-] adj.最高的；至高的；最重要的 n.至高；霸权

479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480 systemic 1 [si'stemik, -'sti:-] adj.系统的；全身的；体系的

4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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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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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3 tap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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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4 tax 1 [tæks] vt.向…课税；使负重担 n.税金；重负 n.(Tax)人名；(英、匈、捷)塔克斯

485 technically 1 ['teknikli] adv.技术上；专门地；学术上；工艺上

486 televised 1 ['telɪvaɪz] v. 用电视放映

4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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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8 terrorists 2 ['terərɪsts] n. 恐怖分子 名词terrorist的复数形式.

489 tha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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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491 that 13 [ðæt, 弱ðət, ðt] pron.那；那个 adv.那么；那样 conj.因为；以至于 adj.那；那个 n.(That)人名；(德)塔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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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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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495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496 they 4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97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498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499 think 3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500 thin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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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01 this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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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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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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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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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5 throwing 1 英 ['θrəʊɪŋ] 美 ['θroʊɪŋ] n. 投掷运动 动词throw的现在分词形式.

506 tim 2 [tim] n.蒂姆（男子名）

507 time 4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5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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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9 to 3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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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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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1 together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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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2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513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514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515 totally 1 ['təutəli] adv.完全地

516 tough 1 [tʌf] adj.艰苦的，困难的；坚强的，不屈不挠的；坚韧的，牢固的；强壮的，结实的 n.恶棍 vt.坚持；忍受，忍耐 adv.
强硬地，顽强地 n.(Tough)人名；(英)图赫

5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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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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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8 tradition 1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
519 traditionally 1 [trə'diʃənəli] adv.传统上；习惯上；传说上

520 traditions 1 [trə'dɪʃnz] 传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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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trie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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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23 trillions 1 n.（尤美、法）万亿( trillion的名词复数 ); 兆; （尤英、德）百万兆; 大量

524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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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6 trust 1 ['trʌst] n.信任，信赖；责任；托拉斯 vt.信任，信赖；盼望；赊卖给 vi.信任，信赖；依靠 n.(Trust)人名；(英)特拉斯特

5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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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8 types 1 ['taɪps] n. 类型 v.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.

529 undertakings 1 n. 事业（undertaking的复数形式）；担保，保证；承诺

530 unflappable 1 [,ʌn'flæpəbl] adj.镇定的，不慌张的

531 unidentified 15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532 union 4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533 united 4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5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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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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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6 us 4 pron.我们

537 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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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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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9 ve 3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40 very 1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
5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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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2 vision 1 n.视力；美景；眼力；幻象；想象力；幻视（漫威漫画旗下超级英雄） vt.想象；显现；梦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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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4 want 1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
545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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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7 war 4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548 warding 1 英 [wɔː d] 美 [wɔː rd] n. 病房；行政区；监护；守卫；受监护人 vt. 守护；躲开

549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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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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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2 waste 1 [weist] n.浪费；废物；荒地；损耗；地面风化物 vt.浪费；消耗；使荒芜 vi.浪费；变消瘦；挥霍钱财 adj.废弃的；多余
的；荒芜的

553 waterways 1 ['wɔː təweɪz] n. 排水沟

554 w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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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5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556 we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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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7 weapon 1 ['wepən] n.武器，兵器

5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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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9 webcast 1 ['webka:st] n.网络广播；网络直播；网路广播

560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5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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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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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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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3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564 w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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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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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6 whe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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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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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2 whoa 5 [hwəu] int.惊叹声；咳！

573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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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4 win 2 vt.赢得；在…中获胜 vi.赢；获胜；成功 n.赢；胜利 n.(Win)人名；(德、荷、缅)温；(英)温(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)

575 wish 1 [wiʃ] n.希望；祝福；心愿 vt.祝愿；渴望；向…致问候语 vi.愿望；需要 n.(Wish)人名；(英)威什

5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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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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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8 word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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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79 work 2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580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581 worst 2 [wə:st, 'wə:st] adj.最差的，最坏的；最不利的；效能最低的 n.最坏；最坏的时候 adv.最坏地；最不利地 n.(Worst)人名；
(英、德)沃斯特

582 written 1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
583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人名；(英)朗

584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585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586 Yellowstone 1 ['jeləustəun] n.黄石公园（美国）

5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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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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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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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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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1 zones 1 英 [zəʊn] 美 [zoʊn] n. 地域；地带；地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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