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5-11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7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4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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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of 3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in 3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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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and 25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6 it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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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that 21 [ðæt, 弱ðət, ðt] pron.那；那个 adv.那么；那样 conj.因为；以至于 adj.那；那个 n.(That)人名；(德)塔特

8 is 1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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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have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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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this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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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s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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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w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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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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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be 10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6 was 10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7 back 9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后
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18 has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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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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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On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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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or 9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
22 says 9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23 school 9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4 bu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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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derby 8 ['da:bi] n.德比（英国中部的都市）；德比赛马；大赛马

26 female 8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27 Kentucky 8 [ken'tʌki; kən-] n.肯塔基州

28 person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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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reporter 8 [ri'pɔ:tə] n.记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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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with 8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32 bob 7 [bɔb] n.短发；摆动；浮子；轻敲；悬挂的饰品 vt.剪短；敲击；使上下快速摆动 vi.上下跳动；振动 n.(Bob)人名；(英)鲍勃
(男子教名Robert的昵称)

33 schools 7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34 students 7 [st'juːdnts] 学生

35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6 Charleston 6 ['tʃa:lstən] n.查尔斯顿（美国西弗吉尼亚州首府）

37 colonial 6 [kə'ləunjəl] n.殖民地居民 adj.殖民地的，殖民的

38 district 6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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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if 6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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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its 6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42 learning 6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43 may 6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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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our 6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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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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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9 up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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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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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year 6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52 after 5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53 a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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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ca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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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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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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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horse 5 n.马；骑兵；脚架；海洛因 vt.使骑马；系马于；捉弄 vi.骑马；作弄人 n.(Horse)人名；(瑞典)霍尔瑟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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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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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week 5 [wi:k] n.周，星期

61 baffert 4 巴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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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arl 4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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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crown 4 [kraun] n.王冠；花冠；王权；顶点 vt.加冕；居…之顶；表彰；使圆满完成 n.(Crown)人名；(英)克朗

66 from 4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67 fuel 4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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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here 4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70 important 4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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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nearly 4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73 parents 4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74 perce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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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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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s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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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those 4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78 triple 4 ['tripl] adj.三倍的；三方的 n.三倍数；三个一组 vi.增至三倍 vt.使成三倍

79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80 until 4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81 videotape 4 ['vidiəuteip] n.录像带 vt.将…录到录像带上

82 w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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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wi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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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4 you 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85 about 3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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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86 allowed 3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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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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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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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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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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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closed 3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93 comp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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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yberattack 3 [sɪbə'tæk] n. 网络攻击

95 districts 3 ['dɪstrɪkt] n. 地区；行政区 vt. 把 ... 划分成区

96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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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down 3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98 families 3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99 Francisco 3 [fræn'siskəu] n.弗朗西斯科（男子名，等于Francis）

100 fu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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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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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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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3 horses 3 ['hɔː sɪz] n. 马（名词horse的复数形式） v. 骑马；捉弄（动词hors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04 however 3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105 manno 3 曼诺

106 mo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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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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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open 3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109 option 3 ['ɔpʃən] n.[计]选项；选择权；买卖的特权

110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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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pH 3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
112 pipeline 3 n.管道；输油管；传递途径

113 public 3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114 races 3 abbr.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国内应急通信业务(=Radio Amateur Civil Emergency Service)

115 ransom 3 ['rænsəm] vt.赎回，赎；勒索赎金；救赎；得赎金后释放 n.赎金；赎身，赎回 n.(Ransom)人名；(西)兰索姆；(英)兰塞
姆

116 reopened 3 英 [ˌriː 'əʊpən] 美 [ˌriː 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
117 ross 3 [rɔs; rɔ:s] n.罗丝（女性名）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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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San 3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
120 Seabiscuit 3 [电影] 腾年代

121 shut 3 [ʃʌt] vt.关闭；停业；幽禁 vi.关上；停止营业 n.关闭 adj.关闭的；围绕的 n.(Shut)人名；(俄)舒特；(中)室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22 something 3 ['sʌmθiŋ] pron.某事；某物 n.重要的人；值得重视的事 adv.非常；有点；大约 adj.大约；有点象

123 stakes 3 [s'teɪks] n. 赌注；股份 名词stake的复数形式.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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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st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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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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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systems 3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127 tak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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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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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we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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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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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132 winner 3 ['winə] n.胜利者 n.(Winn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纳

133 wor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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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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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your 3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136 academy 2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
137 accordi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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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139 again 2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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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America 2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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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aristides 2 [,æri'staidi:z] n.阿里司提戴斯（雅典哲学家）

144 attacker 2 [ə'tækə] n.攻击者；进攻者

145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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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better 2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
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148 carolyn 2 ['kærəlin] n.卡洛琳（女子名）

149 certainly 2 ['sə:tənli] adv.当然；行（用于回答）；必定

150 clip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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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computer 2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152 concerns 2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153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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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covid 2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55 currently 2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156 day 2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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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determine 2 v.（使）下决心，（使）做出决定 vt.决定，确定；判定，判决；限定 vi.确定；决定；判决，终止；[主用于法律]
了结，终止，结束

159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160 d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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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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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2 drug 2 [drʌg] n.药；毒品；麻醉药；滞销货 vt.使服麻醉药；使服毒品；掺麻醉药于 vi.吸毒 n.(Drug)人名；(罗)德鲁格

163 education 2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164 effect 2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165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66 events 2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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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 every 2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168 fame 2 [feim] n.名声，名望；传闻，传说 vt.使闻名，使有名望

169 Federal 2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170 files 2 [faɪlz] n. [计算机] DOS命令 : 设置允许同时打开的最多文件数 名词file的复数形式.

171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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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five 2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173 fully 2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174 gasoline 2 ['gæsəli:n] n.汽油

175 got 2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176 half 2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177 hall 2 n.过道，门厅，走廊；会堂；食堂；学生宿舍；大厅，前厅；娱乐中心，会所 n.（土）哈勒（人名）；（德、波、丹、
芬、瑞典）哈尔（人名）；（英）霍尔（人名）；（法）阿尔（人名）

178 happy 2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179 head 2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180 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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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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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horseracing 2 [hɔː sreɪsŋɪ] 赛马运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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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hybrid 2 ['haibrid] n.杂种，混血儿；混合物 adj.混合的；杂种的

185 impact 2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
186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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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instruction 2 [in'strʌkʃən] n.指令，命令；指示；教导；用法说明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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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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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92 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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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music 2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194 must 2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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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never 2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197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98 nex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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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nivea 2 n.妮维雅（德国化妆品名称） n.(Nivea)人名；(葡)尼维亚

200 north 2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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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offer 2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203 oil 2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204 ones 2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205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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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orders 2 英 ['ɔː də(r)] 美 ['ɔː rdər] n. 顺序；条理；订单；命令；秩序；阶层；[生]目；点的东西 v. 命令；定购；调整；整理；点餐；
预定，订货

207 organization 2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208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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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9 par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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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plush 2 [plʌʃ] adj.豪华的；长毛绒做的；舒服的 n.长毛绒

211 port 2 [pɔ:t, pəut] n.港口，口岸；（计算机的）端口；左舷；舱门 vi.转向左舷 vt.持（枪）；左转舵 n.(Port)人名；(英)波特；(法)
波尔；(德、俄、匈、捷)波尔特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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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racing 2 ['reisiŋ] n.赛马；竞赛 vi.赛马（race的ing形式）；竞赛 adj.比赛的

214 random 2 ['rændəm] adj.[数]随机的；任意的；胡乱的 n.随意 adv.胡乱地

215 ransomware 2 [ræn'sɒmweə] n. 勒索软体

216 re 2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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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remain 2 [ri'mein] vi.保持；依然；留下；剩余；逗留；残存 n.遗迹；剩余物，残骸

219 result 2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220 results 2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221 riding 2 ['raidiŋ] n.骑马；骑术 v.骑；乘坐（ride的现在分词） n.(Riding)人名；(英)赖丁

222 r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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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rollercoaster 2 n.过山车

224 runn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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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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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special 2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227 spirit 2 ['spirit] n.精神；心灵；情绪；志气；烈酒 vt.鼓励；鼓舞；诱拐

228 superintendent 2 [,sju:pərin'tendənt] n.监督人；负责人；主管；指挥者

229 tale 2 [teil] n.故事；传说；叙述；流言蜚语 n.(Tale)人名；(塞)塔莱

230 test 2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231 themselves 2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232 think 2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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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trainer 2 n.助理教练；训练员；驯马师；飞行练习器；运动鞋 n.(Trainer)人名；(英、德)特雷纳

235 ultimately 2 ['ʌltimətli] adv.最后；根本；基本上

236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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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vide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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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virtual 2 adj.[计]虚拟的；实质上的，事实上的（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）

239 virus 2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240 whether 2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241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242 won 2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3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244 academically 1 [,ækə'demikəli] adv.学术上；学业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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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247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248 adjudicate 1 [ə'dʒu:dikeit] vi.裁定；宣判 vt.裁定；宣判

249 administered 1 英 [əd'mɪnɪstə(r)] 美 [əd'mɪnɪstər] vt. 管理；执行；给与；用(药) vi. 执行管理人职责；给与帮助

250 admiral 1 ['ædmərəl] n.海军上将；舰队司令；旗舰 n.(Admiral)人名；(法)阿德米拉尔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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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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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3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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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amusement 1 [ə'mju:zmənt] n.消遣，娱乐；乐趣

2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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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258 anti 1 ['ænti, -tai] adj.反对的 n.反对者，反对论者 n.(Anti)人名；(意)安蒂；(阿拉伯)安提

259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260 appeal 1 [ə'pi:l] vi.呼吁，恳求；上诉；诉诸，求助；有吸引力，迎合爱好；（体育比赛中）诉诸裁判 n.呼吁，请求；吸引力，
感染力；上诉；诉诸裁判 vt.将…上诉，对…上诉

261 applied 1 [ə'plaid] adj.应用的；实用的 v.应用；实施（apply的过去分词）；敷上

262 apprehensive 1 [,æpri'hensiv] adj.忧虑的；不安的；敏悟的；知晓的

263 approaches 1 英 [ə'prəʊtʃ] 美 [ə'proʊtʃ] v. 靠近；接近；接洽；要求；达到；动手处理 n. 途径；方法；接近；接洽；要求；路径；
进场着陆；相似的事物

264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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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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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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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70 backs 1 n.后背，脊背；后卫（back的复数形式） v.后退（back的三单形式） n.(Backs)人名；(德)巴克斯

271 bailey 1 ['beili] n.城壁，外栅；城堡外庭 n.(Bailey)人名；(英)贝利，贝莉(女名)；(葡)拜莱；(西)贝利

272 barton 1 ['bɑ:tən] n.庄园内的农场

273 beat 1 [bi:t] vt.打；打败 vi.打；打败；拍打；有节奏地舒张与收缩 n.拍子；敲击；有规律的一连串敲打 adj.筋疲力尽的；疲惫不
堪的 n.(Beat)人名；(德)贝亚特

274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275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76 begun 1 [bi'gʌn] v.开始（begin的过去分词） n.(Begun)人名；(俄)别贡；(英)贝根

277 Belmont 1 [bel'mɔnt] n.贝尔蒙（一种烟的名字）；贝尔蒙特（酒店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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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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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281 blush 1 [blʌʃ] vi.脸红；感到惭愧 n.脸红；红色；羞愧 vt.红著脸表示；使成红色 n.(Blush)人名；(英)布拉什

282 blythe 1 [blaiθ] n.布莱斯（美国城市名）；小布娃娃；布莱丝（玩具娃娃名字）

283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284 bureau 1 ['bjuərəu] n.局，处；衣柜；办公桌 n.(Bureau)人名；(法)比罗

285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286 called 1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287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288 capturing 1 ['kæptʃəriŋ] v.捕捉（captur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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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291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
292 chances 1 英 [tʃɑːns] 美 [tʃæns] n. 可能性；机会；偶然性 v. 偶然发生；碰巧；冒 ... (的险)

293 channel 1 vt.引导，开导；形成河道 n.通道；频道；沟渠；海峡

294 charlene 1 [ʃɑ:'li:n] n.沙琳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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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Churchill 1 ['tʃə:tʃil] n.邱吉尔（英国政治家及作家）

297 classes 1 [kla:siz] n.级别，阶级（class复数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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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8 coast 1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
299 co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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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comfortable 1 ['kʌmfətəbl] adj.舒适的，舒服的 n.盖被

301 comment 1 n.评论；意见；批评；描述 vt.发表评论；发表意见 vi.为…作评语 n.(Comment)人名；(德)科门特；(法)科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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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compete 1 [kəm'pi:t] vi.竞争；比赛；对抗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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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concrete 1 [kən'kri:t, 'kɔnkri:t] adj.混凝土的；实在的，具体的；有形的 vi.凝结 vt.使凝固；用混凝土修筑 n.具体物；凝结物

306 conditions 1 [kən'dɪʃnz] n. 条件；情况；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.

307 consumed 1 英 [kən'sjuːmd] 美 [kən'suːmd] adj. 耗尽的；用光的 动词consum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08 controversy 1 ['kɔntrə,və:si] n.争论；论战；辩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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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corner 1 ['kɔ:nə] n.角落，拐角处；地区，偏僻处；困境，窘境 vi.囤积；相交成角 vt.垄断；迫至一隅；使陷入绝境；把…难住 n.
(Corner)人名；(法)科尔内；(英)科纳

311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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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county 1 ['kaunti] n.郡，县

314 couple 1 ['kʌpl] n.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结合；成婚 vt.结合；连接；连合 n.(Couple)人名；(法)库普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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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creates 1 [kri'ː eɪts] n. 创立 创建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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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特

319 cybersecurity 1 n. 网络安全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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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
西)迪尔

322 decide 1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323 decisions 1 [dɪ'sɪʒn] n. 决定；决心；判决

324 denied 1 [dɪ'naɪəd] adj. 被否认的；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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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deputy 1 ['depjuti] n.代理人，代表 adj.副的；代理的

327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328 direction 1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
329 disappointing 1 [,disə'pɔintig] adj.令人失望的；令人扫兴的 v.令人失望（disappoint的ing形式）；辜负…的期望

330 disqualified 1 英 [dɪs'kwɒlɪfaɪ] 美 [dɪs'kwɑ lːɪfaɪ] v. 使 ... 丧失资格

331 disruption 1 [dis'rʌpʃən] n.破坏，毁坏；分裂，瓦解

332 disturbing 1 [di'stə:biŋ] adj.令人不安的；烦扰的 v.干扰；打断（disturb的ing形式）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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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dolls 1 多利斯

335 doubt 1 [daut] n.怀疑；疑问；疑惑 v.怀疑；不信；恐怕；拿不准

336 downs 1 [daunz] n.开阔的丘陵地；白垩山丘

337 driving 1 ['draiviŋ] adj.强劲的；推进的；精力旺盛的 n.驾驶；操纵 v.驾驶（drive的ing形式）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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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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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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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educators 1 ['edʒʊkeɪtəz] 教育者

342 emotional 1 [i'məuʃənəl] adj.情绪的；易激动的；感动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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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3 encrypt 1 [in'kript] vt.将……译成密码

344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
345 equally 1 ['i:kwəli] adv.同样地；相等地，平等地；公平地

346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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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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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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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experiencing 1 [ɪk'spɪərənsɪŋ] n. 体验；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.

351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352 f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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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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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fans 1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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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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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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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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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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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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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fourteen 1 num.十四；十四个；第十四 n.十四的记号；十四岁；十四点钟；十五世纪

363 fragility 1 [frə'dʒiliti] n.脆弱；[力]易碎性；虚弱

364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365 friend 1 [frend] n.朋友；助手；赞助者 n.(Friend)人名；(英)弗兰德

366 fulltime 1 [fu lːtaɪm] adj. 全日制的；专职的

367 fun 1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
368 gallon 1 ['gælən] n.加仑（容量单位） n.(Gallon)人名；(法、意、瑞典)加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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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gathering 1 ['gæðəriŋ] n.聚集；集会；收款 v.聚集（gather的ing形式）

371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
372 gentle 1 ['dʒentl] adj.温和的；文雅的 vt.使温和，使驯服 n.蛆，饵 n.(Gentle)人名；(英)金特尔

373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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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5 gotten 1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
376 Greater 1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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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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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guest 1 [gest] n.客人，宾客；顾客 vt.款待，招待 vi.作客，寄宿 adj.客人的；特邀的，客座的 n.(Guest)人名；(英)格斯特

380 gut 1 n.内脏；肠子；剧情；胆量；海峡；勇气；直觉；肠 vt.取出内脏；摧毁（建筑物等）的内部 adj.简单的；本质的，根本
的；本能的，直觉的 n.（德、俄、意、葡、塞、捷、匈、瑞典）古特（人名）；（英）格特（人名）

381 ha 1 [hɑ:] int.哈！（表示惊异，愉快，怀疑，胜利等） abbr.一种元素(hahnium,原子序105) n.(Ha)人名；(德)哈；(日)巴(姓)

382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383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3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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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hers 1 [hə:z] pron.她的（所有格） n.(Hers)人名；(法)埃尔

386 hi 1 [hai] int.嗨！（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） n.(Hi)人名；(柬)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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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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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389 hit 1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390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91 impossible 1 [im'pɔsəbl] adj.不可能的；不可能存在的；难以忍受的；不真实的 n.不可能；不可能的事

392 inability 1 [,inə'biləti] n.无能力；无才能

393 incredibly 1 [in'kredəbli] adv.难以置信地；非常地

394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395 inflammatory 1 [in'flæmətəri] adj.炎症性的；煽动性的；激动的

396 injustice 1 [in'dʒʌstis] n.不公正；不讲道义

397 intend 1 [in'tend] vt.打算；想要；意指 vi.有打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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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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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islan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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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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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2 isolated 1 ['aisəleitid] adj.孤立的；分离的；单独的；[电]绝缘的 v.使孤立；使绝缘；脱离（isolat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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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jeopardize 1 vt.危害；使陷危地；使受危困

405 jockey 1 ['dʒɔki] vt.驾驶；欺骗；移动 n.操作工；驾驶员；赛马的骑师 vi.当赛马的骑师；耍手段图谋；搞欺骗

406 joy 1 [dʒɔi] n.欢乐，快乐；乐趣；高兴 vi.欣喜，欢喜 vt.高兴，使快乐

407 j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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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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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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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Kings 1 [kiŋz] n.《列王纪》（《圣经》中的篇章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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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413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4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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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
4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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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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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Lewis 1 ['lju:is] n.路易斯（男子名）

419 like 1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420 liked 1 [laikt] v.喜欢（like的过去式）

421 likeness 1 ['laiknis] n.相似，相像；样子，肖像；照片，画像；相似物

422 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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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lock 1 [lɔk] vt.锁，锁上；隐藏 vi.锁；锁住；卡住 n.锁；水闸；刹车 n.(Lock)人名；(英、丹、德、瑞典)洛克

4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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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6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427 loo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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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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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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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maintain 1 [mein'tein] vt.维持；继续；维修；主张；供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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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1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432 mask 1 [mɑ:sk, mæsk] n.面具；口罩；掩饰 vi.掩饰；戴面具；化装 vt.掩饰；戴面具；使模糊

433 match 1 [mætʃ] vt.使比赛；使相配；敌得过，比得上；相配；与…竞争 vi.比赛；匹配；相配，相称；相比 n.比赛，竞赛；匹
配；对手；火柴

434 McAfee 1 n. 麦卡菲

435 meaning 1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
436 meantime 1 ['mi:n'taim] n.其时，其间 adv.同时；其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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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8 median 1 n.n.中值，中位数；三角形中线；梯形中位线 adj.中值的；中央的 n.(Median)人名；(阿拉伯)迈迪安；(罗)梅迪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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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0 medina 1 [me'di:nə] n.麦地那市（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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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443 millio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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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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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446 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
447 mother 1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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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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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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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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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52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453 noth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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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4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455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456 offering 1 ['ɔfəriŋ, 'ɔ:-] n.提供；祭品；奉献物；牲礼 v.提供（offer的ing形式）

457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458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459 Ohio 1 [əu'haiəu] n.俄亥俄州（美国一个州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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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1 oliver 1 ['ɔlivə] n.奥利弗（男子名）

462 ome 1 ['əumi] abbr.（英）人力经济局（OfficeofManpowerEconomics）；（美）矿产勘探局（OfficeofMineralsExploration）

463 once 1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464 ongoing 1 ['ɔn,gəuiŋ, 'ɔ:n-] adj.不间断的，进行的；前进的 n.前进；行为，举止

465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466 operate 1 vi.运转；动手术；起作用 vt.操作；经营；引起；对…开刀

467 operational 1 [,ɔpə'reiʃənəl] adj.操作的；运作的

468 operations 1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
469 opposite 1 ['ɔpəzit, -sit] adj.相反的；对面的；对立的 n.对立面；反义词 prep.在…的对面 adv.在对面

470 optimistic 1 [,ɔpti'mistik] adj.乐观的；乐观主义的

471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472 organizers 1 ['ɔː ɡənaɪzəz] n. 组织者（organizer的复数）

473 originated 1 [ə'rɪdʒɪneɪt] v. 发起；开始；起源于；[计算机] 起始

474 Orion 1 [ə'raiən; ɔ:-] n.猎户星座；俄里翁（希腊神话人物）

4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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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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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6 overview 1 ['əuvəvju:] n.[图情]综述；概观

4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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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8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479 painter 1 ['peintə] n.画家；油漆匠 n.(Painter)人名；(英)佩因特

480 painting 1 ['peintiŋ] n.绘画；油画；着色 v.绘画（paint的ing形式）；涂色于 n.(Painting)人名；(英)佩因廷

4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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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2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4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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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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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85 pays 1 n.（法）国家；[劳经]报酬（pay的复数） v.支付（pay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ays)人名；(法)佩伊

486 peers 1 ['piəz] n. 平辈；同等社会地位的人（名词peer的复数形式） v. 凝视；窥视（动词peer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487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488 personnel 1 [,pə:sə'nel] n.人事部门；全体人员 adj.人员的；有关人事的

489 physical 1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490 physician 1 [fi'ziʃən] n.[医]医师；内科医师

491 pipe 1 [paip] n.管；烟斗；笛 vi.吹笛；尖叫 vt.用管道输送；尖声唱；用管乐器演奏 n.(Pipe)人名；(匈)皮佩；(英)派普

492 pipelines 1 ['paɪplaɪn] n. 管道；管线；渠道 v. 用管道运输

4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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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495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
4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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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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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8 positive 1 ['pɔzətiv, -zi-] adj.积极的；[数]正的，[医][化学]阳性的；确定的，肯定的；实际的，真实的；绝对的 n.正数；[摄]正片

499 preschool 1 ['pri:'sku:l] adj.未满学龄的；就学前的，入学前的 n.幼儿园，育幼院

5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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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1 prices 1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
502 principal 1 ['prinsəpəl] adj.主要的；资本的 n.首长；校长；资本；当事人

503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504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505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5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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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7 progressive 1 [prəu'gresiv] adj.进步的；先进的 n.改革论者；进步分子

508 property 1 ['prɔpəti] n.性质，性能；财产；所有权

509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510 providers 1 [prə'vaɪdəz] 供方

511 punch 1 [pʌntʃ] n.冲压机；打洞器；钻孔机 vt.开洞；以拳重击 vi.用拳猛击 n.(Punch)人名；(马来)蓬芝；(英)庞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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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3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514 ran 1 [ræn] v.跑（run的过去式） n.(Ran)人名；(俄、瑞典、塞)拉恩；(柬)兰

515 reached 1 到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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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7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518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519 remaining 1 [rɪ'meɪnɪŋ] adj. 剩余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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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0 reopening 1 英 [ˌriː 'əʊpən] 美 [ˌriː 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
521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
522 resolved 1 [ri'zɔlvd] adj.下定决心的；已解决的；断然的 v.解决；决定；分解；转变（resolve的过去分词）

523 respect 1 [ri'spekt] n.尊敬，尊重；方面；敬意 vt.尊敬，尊重；遵守

524 return 1 [ri'tə:n] vt.返回；报答 vi.返回；报答 n.返回；归还；回球 adj.报答的；回程的；返回的

525 revealed 1 [ri'vi:ld] v.透露（reveal的过去式）；显示

526 rises 1 [raɪz] vi. 上升；升起；增加；起床；反抗；复活 n. 上升；增加；斜坡；小山

527 roughly 1 ['rʌfli] adv.粗糙地；概略地

5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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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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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0 Russia 1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531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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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Saturday 1 ['sætədi; -dei] n.星期六

534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535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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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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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7 scheduled 1 英 ['ʃedju lːd] 美 ['skedʒəld] adj. 预定的；预先安排的 动词schedu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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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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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0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541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542 sheats 1 n. 希茨

543 shortage 1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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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5 shutdowns 1 n.关闭，倒闭( shutdown的名词复数 )

546 sides 1 [saɪdz] n.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.

547 sir 1 n.先生；（用于姓名前）爵士；阁下；（中小学生对男教师的称呼）先生；老师 n.（苏丹、德）西尔（人名）

548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549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550 skill 1 [skil] n.技能，技巧；本领，技术 n.(Skill)人名；(瑞典)希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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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2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553 socially 1 ['səuʃəli] adv.在社会上；在社交方面；善于交际地

554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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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5 somewhere 1 ['sʌmhwεə] adv.在某处；到某处 n.某个地方

556 sooner 1 ['su:nə] n.（美）抢先占有土地者（在政府开放西部前）

557 sout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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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8 speaking 1 ['spi:kiŋ] adj.演讲的；富于表情的，雄辩的 n.说话；演讲 v.讲（speak的ing形式）

559 specialist 1 ['speʃəlist] n.专家；专门医师 adj.专家的；专业的

560 spent 1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
561 spokane 1 [spəu'kæn] n.斯波坎市（美国华盛顿州）

562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563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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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4 staff 1 [stɑ:f, stæf] n.职员；参谋；棒；支撑 adj.职员的；行政工作的 vt.供给人员；给…配备职员 vi.雇用工作人员 n.(Staff)人名；
(德、匈)施塔夫；(瑞典、英)斯塔夫

565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66 st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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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7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5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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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9 strikingly 1 ['straikiŋli] adv.显著地；突出地，引人注目地

570 subscribing 1 [səb'skraɪb] vt. 订阅；签名；支持；捐赠；同意

571 suspended 1 [sə'spendid] adj.悬浮的；暂停的，缓期的（宣判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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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3 teaching 1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574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5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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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6 ten 1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
577 terms 1 [tə:mz] n.地位，关系；[法]条款；术语；措辞；价钱（term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称为（term的三单形式）

578 tests 1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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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0 thirteen 1 ['θə:'ti:n] n.十三；十三岁；十三个 num.十三 adj.十三的；十三个的

581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582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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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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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5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586 traces 1 ['treɪsɪs] n. 痕迹；遗迹 名词trace的复数形式.

587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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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9 transports 1 英 ['trænspɔː t] 美 ['trænspɔː rt] n. 运输；心醉 v. 运输；传播；流放；激动

590 tree 1 [tri:] n.树；木料；树状物 vt.把...赶上树 vi.爬上树；逃上树 n.(Tree)人名；(英)特里

591 trees 1 [triː 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的复数形式

592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93 typical 1 ['tipikəl] adj.典型的；特有的；象征性的

594 unequivocally 1 明确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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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6 us 1 pron.我们

597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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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9 virtually 1 ['və:tʃuəli] adv.事实上，几乎；实质上

600 voice 1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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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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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3 wanda 1 ['wɔndə] n.旺达（女子名）

6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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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5 war 1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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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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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8 when 1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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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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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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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1 winning 1 ['winiŋ] adj.胜利的；获胜的 n.胜利；获得；成功 v.获胜（win的ing形式） n.(Winn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法)温宁

6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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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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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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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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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6 wright 1 [rait] n.制作者；工人

6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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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8 wrongdoing 1 ['rɔŋ'du:ŋ, 'rɔ:ŋ-] n.坏事；不道德的行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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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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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1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622 YouTube 1 英 ['ju tːjuːb] 美 ['ju tːuːb] n.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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