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5-14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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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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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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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braham 1 ['eibrə,hæm] n.亚伯拉罕（男子名）

5 access 1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
6 accords 1 英 [ə'kɔː d] 美 [ə'kɔː rd] n. 协议；一致；符合 v. 与...一致；给予；调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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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dventure 1 [əd'ventʃə, æd-] n.冒险；冒险精神；投机活动 vt.冒险；大胆说出 vi.冒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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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greement 1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13 air 2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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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irlines 1 ['erlaɪns] n. 航空公司

16 airs 1 n. 风度；神气 名词air的复数形式. abbr. 自动信息恢复系统(=Automatic Information Retrieval System)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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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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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lso 5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20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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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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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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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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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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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rab 4 ['ærəb] adj.阿拉伯的 n.阿拉伯人；阿拉伯马

27 are 7 [强ɑ:, 弱ə] v.是（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） n.公亩 n.(Are)人名；(意、西、芬)阿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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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30 army 1 ['ɑ:mi] n.陆军，军队

31 arrangement 1 [ə'reindʒmənt] n.布置；整理；准备

32 as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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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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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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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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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attacks 2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37 attempts 1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
38 awesome 1 [英['ɔː s(ə)m] 美['ɔsəm]] adj.令人敬畏的；使人畏惧的；可怕的；极好的

39 back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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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bank 7 [bæŋk] n.银行；岸；浅滩；储库 vt.将…存入银行；倾斜转弯 vi.堆积；倾斜转弯 n.(B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)班克；(法、
匈)邦克

41 barbed 1 [bɑ:bd] adj.有刺的；讽刺的；有倒钩的 v.讽刺（barb的过去分词）；装倒钩 n.(Barbed)人名；(西)巴尔韦德

42 be 8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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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44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45 been 8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46 before 4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47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48 begin 1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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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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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Bethlehem 1 ['beθlihem] n.伯利恒（耶稣降生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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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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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bible 1 ['baibl] n.有权威的书

55 biblical 1 ['biblikəl] adj.圣经的；依据圣经的（等于biblical）

56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57 bloomberg 1 n. 彭博（通讯社名）

58 boiled 1 [bɔild] adj.煮沸的，煮熟的 v.煮（bo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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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bridging 1 ['bridʒiŋ] n.桥接；[木]剪刀撑 v.架桥（bridge的ing形式）

61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62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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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buried 1 ['berid] adj.埋葬的；埋藏的 v.埋葬（bu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5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66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67 but 9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
68 by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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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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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71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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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cancelled 1 ['kænsəld] adj. 被取消的；被废除的 动词canc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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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75 carnage 1 ['kɑ:nidʒ] n.大屠杀；残杀；大量绝灭

76 Carolina 2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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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ave 1 [keiv] vt.使凹陷，使塌落；在…挖洞穴 vi.凹陷，塌落；投降 n.洞穴，窑洞 n.(Cave)人名；(西)卡韦；(英)凯夫；(法)卡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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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81 changed 2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82 check 1 vt.检查，核对；制止，抑制；在…上打勾 vi.核实，查核；中止；打勾；[象棋]将一军 n.<美>支票；制止，抑制；检
验，核对 n.（英）切克（人名）

83 christians 2 克里斯蒂安斯；Christian的复数形式，基督徒

84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85 citizens 1 ['sɪtɪzənz] 公民

86 civilians 1 n. 平民；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.

87 claim 1 [kleim] vi.提出要求 vt.要求；声称；需要；认领 n.要求；声称；索赔；断言；值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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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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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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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clo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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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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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coexistence 1 [,kəuig'zistəns] n.共存；和平共处；并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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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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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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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companies 2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97 compan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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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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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concept 2 ['kɔnsept] n.观念，概念

100 concepts 1 ['kɒnsepts] 概念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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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conflict 3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103 conflicting 1 [kən'fliktiŋ] adj.冲突的；相矛盾的；不一致的 v.冲突；争执（conflict的ing形式）

104 conquered 1 英 ['kɒŋkə(r)] 美 ['kɑːŋkər] vt. 征服；克服；战胜 vi. 得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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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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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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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controlled 3 [kən'trəuld] adj.受控制的；受约束的；克制的 v.控制；约束（control的过去式）；指挥

109 convened 1 [kən'viː n] vi. 集合 vt. 集合；召集；召唤

110 convinced 1 [kən'vinst] adj.确信的；深信的 v.使确信（convince的过去分词）；说服

111 cool 1 [ku:l] adj.凉爽的；冷静的；出色的 vt.使…冷却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变凉；平息 n.凉爽；凉爽的空气 adv.冷静地 n.(Cool)人
名；(法)科尔；(英)库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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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14 council 1 ['kaunsəl] n.委员会；会议；理事会；地方议会；顾问班子 n.(Council)人名；(英)康斯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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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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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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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cryptocurrency 1 英[krɪptəʊkʌrənsi] 美[krɪptoʊkɜ rːənsi] 加密货币

119 cyber 1 ['saɪbə] pref. 电脑的；网络的

120 cyberattack 1 [sɪbə'tæk] n. 网络攻击

121 d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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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123 decades 4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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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deeper 1 ['diː pə] adj. 更深 形容词deep的比较级形式.

126 deliveries 1 [dɪ'lɪvərɪz] n. 递送的货物；分娩（名词delivery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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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devastating 1 ['devəsteitiŋ] adj.毁灭性的；全然的 v.摧毁（devastate的ing形式）；毁坏

129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30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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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diplomacy 1 [di'pləuməsi] n.外交；外交手腕；交际手段

132 disputes 1 [dɪ'spju tː] v. 争论；辩驳；争议；质疑 n. 争论；争端；争吵

133 divided 1 [di'vaidid] adj.分裂的；分开的；有分歧的 v.分开（divide的过去分词）；分离

134 diving 1 [daiviŋ] n.跳水，潜水 adj.跳水的，潜水的 v.跳水（dive的现在分词）；潜水

135 do 1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（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）；（代替动词）；（用于加强语气） vi.行，足够；生长 n.（英）多（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
称） n.（口语）事件；（主英国口语）诈骗；（主英国、新西兰口语）宴会；（口语）必须做到的事情

136 does 3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37 driven 1 adj.被动的，受到驱策的；有紧迫感的；（人）发愤图强的 v.驾驶，开车（drive的过去分词）

138 drivers 1 [d'raɪvəz] n. 驱动器；驱动程序；司机 名词driver的复数形式.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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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ea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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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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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143 efficient 1 [i'fiʃənt] adj.有效率的；有能力的；生效的

144 efforts 2 ['efəts] 努力

145 Egypt 1 ['i:dʒipt] n.埃及（非洲国家）

146 electric 1 [i'lektrik] adj.电的；电动的；发电的；导电的；令人震惊的 n.电；电气车辆；带电体

147 eminent 1 ['eminənt] adj.杰出的；有名的；明显的

148 e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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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endowed 1 [[ɪn'daʊ] adj. 赋有的；天生具有的 动词end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0 engaged 1 [in'geidʒd] adj.使用中的，忙碌的 v.保证；约定；同…订婚（engage的过去分词）

151 enhanced 1 [in'hɑ:nst, -'hænst] adj.加强的；增大的 v.提高；加强（enhance的过去分词）

152 era 1 ['iərə, 'εərə] n.时代；年代；纪元 n.(Era)人名；(意、芬、印)埃拉

153 error 1 ['erə] n.误差；错误；过失

154 establish 1 [i'stæbliʃ] vt.建立；创办；安置 vi.植物定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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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establishment 1 [i'stæbliʃmənt] n.确立，制定；公司；设施

157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58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159 Evanston 2 ['evəstən] n.埃文斯顿（芝加哥市北郊城市）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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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162 executive 1 adj.行政的；经营的；执行的，经营管理的 n.总经理；执行委员会；执行者；经理主管人员

163 express 1 [ik'spres] vt.表达；快递 adj.明确的；迅速的；专门的 n.快车，快递，专使；捷运公司

164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165 failed 1 [feild] adj.已失败的，不成功的 v.失败，不成功（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66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167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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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felt 1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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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fil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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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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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firing 1 ['faiəriŋ] n.开火；烧制；解雇；生火 v.开火；烧制；解雇（fire的ing形式）；点燃；激励 n.(Firing)人名；(英)法尔林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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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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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 f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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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flank 1 [flæŋk] n.侧面；侧翼；侧腹 vt.守侧面；位于…的侧面；攻击侧面 vi.侧面与…相接 adv.在左右两边 n.(Flank)人名；(瑞
典、匈)弗兰克；(法)弗朗克

177 flights 1 [flaɪt] n. 飞行；航班；镖尾；逃走，逃离，溃逃

178 flow 1 [fləu] vi.流动，涌流；川流不息；飘扬 vt.淹没，溢过 n.流动；流量；涨潮，泛滥 n.(Flow)人名；(英)弗洛

179 flows 1 [f'ləʊz] n. 流量 名词flow的复数形式.

180 fly 4 [flai] vi.飞；驾驶飞机；飘扬 vt.飞行；飞越；使飘扬 n.飞行；苍蝇；两翼昆虫 adj.敏捷的 n.(Fly)人名；(法)弗利；(英)弗莱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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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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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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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formula 1 ['fɔ:mjulə] n.[数]公式，准则；配方；婴儿食品

186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187 Fridays 1 ['fraidiz] adv.于星期五 n.星期五（Friday的复数）

188 from 1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89 fuel 5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
190 fundamentalist 1 ['fʌndə'mentlist] n.基要主义者；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人 adj.基要主义的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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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gas 3 [gæs] n.气体；[矿业]瓦斯；汽油；毒气 vt.加油；毒（死） vi.加油；放出气体；空谈 n.(Ga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加斯

193 gaza 3 ['geizə] n.加沙（地中海岸港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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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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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g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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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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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8 goose 1 [gu:s] n.鹅；鹅肉；傻瓜；雌鹅 vt.突然加大油门；嘘骂 n.(Goose)人名；(德)戈泽；(英)古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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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greatly 1 ['greitli] adv.很，大大地；非常

201 grew 1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
202 groun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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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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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205 guess 1 [ges] vt.猜测；认为；推测；猜中 vi.猜；推测；猜中 n.猜测；推测 n.(Guess)人名；(英)格斯；(德)居斯

206 hack 1 vt.砍，猛踢 vi.砍，非法侵入（他人计算机系统） n.雇佣文人；杂务人员；砍 n.(Hack)人名；(英、西、芬、阿拉伯、毛
里求)哈克；(法)阿克

207 hackers 2 ['hækərz] 黑客

208 hacks 1 [hæk] n. 劈或砍；乱踢；咳嗽 n. 供出租的马车；雇佣文人；（美口）出租车 vt. 非法侵入(他人计算机系统) vi. 劈或砍；
咳嗽

209 ha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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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0 hamas 3 n. 哈马斯（伊斯兰抵抗运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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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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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hav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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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heads 1 [hedz] adj.正面朝上的 n.(Heads)人名；(英)黑兹

215 Hebron 1 ['hi:brən] n.希伯伦（即哈利勒，位于耶路撒冷南约40公里的小镇）

216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217 helicopters 1 ['helɪkɒptəz] n. 直升机 名词helicopter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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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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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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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Hills 1 n.希尔思（猫粮品牌）

222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23 historic 1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
224 historical 2 [his'tɔrikəl] adj.历史的；史学的；基于史实的

225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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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holy 3 [['həuli] adj.圣洁的，神圣的；至善的 n.神圣的东西 （俚）太棒了 n.(Holy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)霍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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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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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231 hopping 1 ['hɔpiŋ] adj.忙碌的；卖力的 n.跳跃 v.跳跃（hop的ing形式）；使…兴奋

232 hour 2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
233 ideas 1 观念

234 illegal 1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
235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236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237 in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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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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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inclination 1 [,inkli'neiʃən] n.倾向，爱好；斜坡

240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241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242 indelible 1 [in'deləbl] adj.难忘的；擦不掉的

243 info 1 ['infəu] n.信息；情报

244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245 international 2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246 into 5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
247 invasion 1 [in'veiʒən] n.入侵，侵略；侵袭；侵犯

248 is 1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49 Islamic 1 [iz'læmik] adj.穆斯林的；伊斯兰教的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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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Israel 12 ['izreiəl] n.以色列（亚洲国家）；犹太人，以色列人

252 Israeli 8 [iz'reili] adj.以色列的；以色列人的 n.以色列人

253 Israelis 1 [ɪz'reɪli] adj. 以色列的 n. 以色列人

254 it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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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its 7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56 Jerusalem 2 n.耶路撒冷(以色列首都)；耶路撒冷〔巴勒斯坦古城,犹太教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〕

257 Jewish 4 ['dʒu:iʃ] adj.犹太人的；犹太族的

258 jews 2 犹太人

259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260 Jordan 2 ['dʒɔ:dən] n.约旦（阿拉伯北部的国家）；乔丹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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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Judea 1 [dʒu:'diə] n.朱迪亚（古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，等于Judaea）

264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265 just 3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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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key 1 [ki:] n.（打字机等的）键；关键；钥匙 vt.键入；锁上；调节…的音调；提供线索 vi.使用钥匙 adj.关键的 n.(Key)人名；
(英)基；(德、荷、瑞典)凯

267 land 8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268 lands 1 [lændz] n. 平原；土地 名词land的复数形式.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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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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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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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launched 2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273 launching 1 ['lɔ:ntʃiŋ, 'lɑ:n] n.发射；下水；创设 v.发射；发动；开始从事（launch的ing形式）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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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5 legally 1 ['li:gəli] adv.合法地；法律上

276 l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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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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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limbo 1 ['limbəu] n.监狱；地狱的边境；放置丢弃物的场所；处于中间的或不定的状态 n.(Limbo)人名；(纳米)林博

279 limestone 1 ['laimstəun] n.[岩]石灰岩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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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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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little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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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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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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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locks 1 英 [lɒk] 美 [lɑːk] n. 锁；水闸；一缕头发；一簇；一束 v. 固定；锁(住)；抓牢；过闸

286 longhorn 1 ['lɔŋhɔ:n, 'lɔ:ŋ-] n.音乐探测器；长角牛

287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88 loose 1 [lu:s] adj.宽松的；散漫的；不牢固的；不精确的 vt.释放；开船；放枪 vi.变松；开火 adv.松散地 n.放纵；放任；发射 n.
(Loose)人名；(捷、瑞典)洛塞；(英)卢斯；(德)洛泽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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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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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Luxemburg 1 ['lʌksəmbə:g; lju:ksɔŋ'bu:r] n.卢森堡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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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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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making 2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295 male 1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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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margin 1 ['mɑ:dʒin] n.边缘；利润，余裕；页边的空白 vt.加边于；加旁注于 n.(Margin)人名；(俄、意)马尔金

298 Maryland 1 ['mεərilænd] n.马里兰（美国州名）

299 may 4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300 mayor 1 ['mεə] n.市长 n.(Mayor)人名；(英)梅厄；(法、西、俄)马约尔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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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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meant 2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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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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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Mediterranean 1 [,meditə'reiniən] n.地中海 adj.地中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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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Miles 2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308 militants 2 n.激进分子，好斗分子( militant的名词复数 )

309 military 2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310 milli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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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312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13 mo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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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morning 2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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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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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muslim 1 ['muzlim; 'mʌz-] n.穆斯林；穆罕默德信徒 adj.伊斯兰教的

318 Muslims 2 穆斯林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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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names 3 [neɪmz] n.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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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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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nations 2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324 nearly 2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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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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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negotiated 1 英 [nɪ'ɡəʊʃieɪt] 美 [nɪ'ɡoʊʃieɪt] vi. 谈判；协商；交涉 vt. 谈判达成；成功越过；议价出售

328 negotiations 1 [nɪɡəʊʃ'ɪeɪʃnz] n. 协商；谈判；磋商 名词negotiation的复数形式.

329 neighbors 1 ['neɪbɔː z] n. 邻居 名词neighbor的复数形式. =neighbours.

330 nervous 1 ['nə:vəs] adj.神经的；紧张不安的；强健有力的

331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32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333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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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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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occupied 2 ['ɔkjupaid] adj.已占用的；使用中的；无空闲的 v.占有（occupy的过去分词）

338 of 3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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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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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3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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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Olympic 1 [əu'limpik] adj.奥林匹斯山的，奥林匹亚的；奥林匹克的

344 O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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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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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ongoing 1 ['ɔn,gəuiŋ, 'ɔ:n-] adj.不间断的，进行的；前进的 n.前进；行为，举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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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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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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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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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ordered 1 ['ɔ:dəd] adj.[数]有序的；整齐的；安排好的 v.命令；点餐（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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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Oslo 1 ['ɔzləu; 'uslu] n.奥斯陆（挪威首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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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55 out 4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356 outages 1 n.（尤指电力的）断供期，断供( outage的名词复数 )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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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oversea 1 ['əuvə'si:] adj.外国的；在海外的 adv.国外；向国外，向海外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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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paid 3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361 Palestine 3 ['pælistain] n.巴勒斯坦（西南亚地区名）

362 Palestinian 6 adj. 巴勒斯坦的；巴勒斯坦人的 n. 巴勒斯坦；巴勒斯坦人

363 palestinians 3 [ˌpælɪs'tɪnɪənz] n. 巴勒斯坦人 名词palestinian的复数形式.

364 part 2 n.部分；角色；零件；一些；片段 vt.分离；分配；分开 vi.断裂；分手 adv.部分地 adj.部分的 n.(Part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帕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365 partition 1 [pɑ:'tiʃən] n.划分，分开；[数]分割；隔墙；隔离物 vt.[数]分割；分隔；区分

366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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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patriarchs 1 n.家长，族长( patriarch的名词复数 ); 主教
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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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0 peace 3 [pi:s] n.和平；平静；和睦；秩序 n.(Peace)人名；(英)皮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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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peoples 2 ['piː plz] n. 民族

373 per 2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374 pipeline 4 n.管道；输油管；传递途径

375 pipelines 2 ['paɪplaɪn] n. 管道；管线；渠道 v. 用管道运输

376 pipes 1 [paips] n.管线，管道；[材]管子（pipe复数形式） v.吹奏管乐；尖声叫嚷（pip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Pipes)人名；
(英)派普斯

377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378 plain 1 [plein] adj.平的；简单的；朴素的；清晰的 n.平原；无格式；朴实无华的东西 adv.清楚地；平易地 n.(Plain)人名；(英)普
莱恩；(法)普兰

3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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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plane 1 [plein] n.飞机；平面；程度，水平 vi.刨；乘飞机旅行；翱翔 vt.刨平；用刨子刨；掠过水面 adj.平的；平面的 n.(Plane)人
名；(塞、瑞典、法)普拉内

381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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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384 pony 1 ['pəuni] n.矮种马；小型马 adj.小型的；每日摘要的 vt.付清 vi.付清

385 popping 1 ['pɔpiŋ] adj.间歇的；凸出的 n.爆音；突然跳出；爆孔；机器舞 v.出现；爆开；敲击；抛出（pop的ing形式） n.
(Popping)人名；(瑞典)波平

386 population 2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387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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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8 Powers 1 n.能天使；力天使

389 preemptive 1 [pri'emptiv, ,pri:-] adj.优先购买的；先发制人的；有先买权的

390 present 1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
391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392 pretty 2 adj.漂亮的；可爱的；优美的 adv.相当地；颇 n.有吸引力的事物（尤指饰品）；漂亮的人 n.Pretty，普雷蒂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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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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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396 producing 1 [prə'djuːsɪŋ] n.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97 protected 1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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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pulling 1 ['pʊlɪŋ] 动词pull的现在分词形式

400 purpose 1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
401 qualified 1 ['kwɔlifaid] adj.合格的；有资格的 v.限制（qualify的过去分词）；描述；授权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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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rachel 1 ['reitʃəl] n.雷切尔（女子名）

404 railroad 1 ['reilrəud] vt.由铁道运输；铺设铁路；以捏造不实之罪使入狱 vi.在铁路工作；乘火车旅行；筑铁路 n.铁路；铁路公司
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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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re 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407 reality 1 [ri'æləti, ri:-] n.现实；实际；真实

408 recognize 1 ['rekəgnaiz] vt.认出，识别；承认 vi.确认，承认；具结

409 referred 1 [rɪ'fɜ rːɪd] v. 归类(谈及；送交；参考；指点；折合) 动词re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10 regent 2 ['ri:dʒənt] n.摄政王；摄政者；州立大学董事会董事；统治者 adj.摄政的；统治的 n.(Regent)人名；(英)雷金特；(捷)雷根
特；(法)勒让

411 region 2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412 rejected 1 ['riː dʒekt] vt. 拒绝；排斥；驳回；丢弃 n. 不合格产品；被拒之人

413 religious 2 [ri'lidʒəs] adj.宗教的；虔诚的；严谨的；修道的 n.修道士；尼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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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16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417 request 1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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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resolution 1 [,rezə'lu:ʃən, -,lju:-] n.[物]分辨率；决议；解决；决心

420 restart 1 [,ri:'stɑ:t, 'ri:stɑ:t] vi.[计]重新启动；重新开始 vt.[计]重新启动；重新开始 n.重新开始；返聘

421 restarted 1 英 [ˌriː 'stɑ tː] 美 [ˌriː 'stɑ rːt] v. 重新启动，重新开始 n. 重新开始；返聘

422 rhode 1 [rəud] n.罗德岛

423 rich 1 adj.富有的；肥沃的；昂贵的 adj.油腻的，含有很多脂肪 n.(Rich)人名；(丹)里克；(捷)里赫；(英、西)里奇；(葡、法)里什

424 richly 1 ['ritʃli] adv.丰富地；富裕地；完全地

4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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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6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427 rioting 1 ['raɪət] n. 暴乱；骚乱；喧闹；（色彩）丰富；<俚>有趣的人 v. 闹事；骚乱

428 river 1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429 rock 1 [rɔk] n.岩石；摇滚乐；暗礁 vt.摇动；使摇晃 vi.摇动；摇晃 n.(Ro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意、瑞典)罗克

430 rockets 2 英 ['rɒkɪt] 美 ['rɑːkɪt] n. 火箭；芝麻菜；紫花南芥 v. 猛涨；飞快地移动

431 rugged 1 ['rʌgid] adj.崎岖的；坚固的；高低不平的；粗糙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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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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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Samaria 1 [sə'mɛəriə] n.撒玛利亚（古代巴勒斯坦与约旦河间一个地区，古代巴勒斯坦的城市，以色列王国首都）

4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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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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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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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8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39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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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scratch 1 [skrætʃ] n.擦伤；抓痕；刮擦声；乱写 adj.打草稿用的；凑合的；碰巧的 vt.抓；刮；挖出；乱涂 vi.抓；搔；发刮擦
声；勉强糊口；退出比赛

442 sea 2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443 seaplane 2 ['si:plein] n.水上飞机

4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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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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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6 security 3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447 see 2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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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9 sell 1 [sel] vt.销售；推销；出卖；欺骗 vi.卖；出售；受欢迎；有销路 n.销售；失望；推销术 n.(Sell)人名；(德)泽尔；(英、芬、
瑞典)塞尔

450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
451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452 servic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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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3 settlements 2 ['setlmənts] 沉降量；定居点，殖民地（settlement的复数）

454 settlers 2 ['setləz] 移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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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6 shaking 1 ['ʃeikiŋ] n.震动，震惊；挥动，摇动 v.握手（shake的ing形式）；摇动；颤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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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8 shortage 1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
459 shout 2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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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1 sid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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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2 sides 1 [saɪdz] n.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.

463 signed 1 [saind] adj.有符号的；已签字的；有正负之分的 v.署名；写下；预示；示意（sign的过去分词）

464 significance 1 [sig'nifikəns] n.意义；重要性；意思

465 significant 1 [sig'nifikənt] adj.重大的；有效的；有意义的；值得注意的；意味深长的 n.象征；有意义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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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sites 2 [saɪt] n. 地点；位置；现场 vt. 使 ... 位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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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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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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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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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2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473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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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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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5 software 1 ['sɔftwεə, 'sɔ:-] n.软件

476 sold 1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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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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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9 sources 1 英 [sɔː s] 美 [sɔː rs] n. 来源；发源地；原始资料 v. 从...获得

4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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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1 southeastern 1 [,sauθ'i:stən] adj.东南方的；朝东南的

482 spring 1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483 spruce 1 [spru:s] vi.打扮整齐；使显干净 adj.整洁的 vt.打扮整齐 n.云杉

484 stands 1 [stænd] v. 站立；忍受；位于；停滞 n. 站立；货摊；停顿；看台

485 stat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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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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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stations 2 ['steɪʃn] n. 站；火车站；电视台；社会地位；牧羊场；驻地；岗位 v. 驻扎；安置

488 status 1 n.地位；状态；情形；重要身份

489 steals 1 [stiː l] v. 偷；窃取 n. 偷窃；便宜货；(欺诈的)政治交易

490 sti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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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stolen 1 ['stəulən] adj.偷走的 v.偷窃；剽窃（steal的过去分词）

4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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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3 stopping 1 ['stɔpiŋ] n.停止；制止；填塞物 v.停止；妨碍（stop的ing形式）

494 storied 1 adj.以历史画装饰的；传说上有名的；...层楼的

495 stretch 1 vt.伸展,张开；（大量地）使用，消耗（金钱，时间）；使竭尽所能；使全力以赴； vi.伸展；足够买（或支付） n.伸
展，延伸 n.(Stretch)人名；(英)斯特雷奇

496 strikes 3 [straɪk] n. 罢工；打击；殴打 v. 打；撞；罢工；划燃

497 subjugated 1 ['sʌbdʒuɡeɪt] v. 征服；制服；克制；抑制

498 suicide 1 ['sjuisaid] n.自杀；自杀行为；自杀者 adj.自杀的 vt.自杀 vi.自杀

499 supply 2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500 supported 1 [sə'pɔː tɪd] adj.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501 surface 2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
502 Syria 1 ['si:riə; 'si-] n.叙利亚共和国

503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504 tanks 1 [tæks] n. 坦克 名词tank的复数形式.

505 targeted 2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 rː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
506 temporary 1 ['tempərəri] adj.暂时的，临时的 n.临时工，临时雇员

507 Tennessee 1 [,teni'si:] n.田纳西州（美国州名）

508 tensions 1 ['tenʃn] n. 紧张；拉力；张力；紧张状态；[电]电压 vt. 使拉紧；使绷紧

509 territory 3 ['teritəri] n.领土，领域；范围；地域；版图

510 terrorist 1 ['terərist] n.恐怖主义者，恐怖分子

511 than 2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512 that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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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3 the 8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14 their 3 [ðεə, 弱ðər] pron.他们的，她们的；它们的 n.(Their)人名；(英)蒂尔；(芬、瑞典)泰尔

515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516 there 5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17 these 5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18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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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9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520 thi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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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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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523 through 2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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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5 Thursday 3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526 tim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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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7 to 3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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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28 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529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530 tomb 2 [tu:m] n.坟墓；死亡 vt.埋葬 n.(Tomb)人名；(英)图姆

531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532 towns 1 n. 汤斯

533 tracking 1 ['trækiŋ] n.追踪，跟踪 v.跟踪（track的ing形式）

534 trails 1 [treɪl] n. 踪迹；小径；尾；一系列 vi. 拖；落后于 vt. 追踪；拖拽；尾随

535 trampled 1 ['træmpl] n. 踩踏 v. 践踏；轻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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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7 tremendous 1 adj.极大的，巨大的；惊人的；极好的

5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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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39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40 truck 1 [trʌk] n.卡车；交易；手推车 vi.驾驶卡车；以物易物 vt.交易；以卡车运输 adj.（美）运货汽车的 n.(Truck)人名；(德)特
鲁克

541 tube 1 [tju:b, tu:b] n.管；电子管；隧道；电视机 vt.使成管状；把…装管；用管输送 vi.乘地铁；不及格

542 twice 1 [twais] adv.两次；两倍

543 two 6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44 typically 1 ['tipikəli] adv.代表性地；作为特色地

545 unidentified 1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546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547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548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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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0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551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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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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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3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554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55 vehicle 2 ['viː ɪk(ə)l] n.[车辆]车辆；工具；交通工具；运载工具；传播媒介；媒介物

556 venture 1 ['ventʃə] vt.敢于 vi.冒险；投机 n.企业；风险；冒险 n.(Venture)人名；(法)旺蒂尔

5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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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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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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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0 violence 2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561 Virginia 1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
5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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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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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4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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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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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6 ware 1 [wεə] n.陶器，器皿；制品；器具；货物 vt.留心；小心 n.(Ware)人名；(罗)瓦雷；(英、加纳)韦尔；(日)吾(姓)

567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68 water 2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
569 wave 1 [weiv] vi.波动；起伏；挥手示意；摇动；呈波形 vt.卷（烫）发；向…挥手示意；使成波浪形 n.波动；波浪；高潮；挥手
示意；卷曲

570 wav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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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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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2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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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3 Wednesday 2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574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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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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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7 were 6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578 west 7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579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580 what 2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
5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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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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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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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4 which 5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585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586 wire 1 ['waiə] n.电线；金属丝；电报 vt.拍电报；给…装电线 vi.打电报 n.(Wire)人名；(英)怀尔

5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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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8 withdraw 1 [wið'drɔ:, wiθ-] vt.撤退；收回；撤消；拉开 vi.撤退；离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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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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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91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592 wo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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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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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4 Wyoming 1 [wai'əumiŋ] n.美国怀俄明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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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6 you 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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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8 youth 1 n.青年；青春；年轻；青少年时期 n.(Youth)《芳华》（电影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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