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5-18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8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and 3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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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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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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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bridge 22 [bridʒ] n.桥；桥牌；桥接器；船桥 vt.架桥；渡过 n.(Bridge)人名；(英)布里奇

7 in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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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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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is 1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 tha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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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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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发生着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12 they 1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3 you 1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4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5 there 1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16 ou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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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this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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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up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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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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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gate 10 [geit] n.大门；出入口；门道 vt.给…装大门 n.(Gate)人名；(英)盖特；(法、瑞典)加特

21 golden 10 ['gəuldən] adj.金色的，黄金般的；珍贵的；金制的 n.(Golden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、德、瑞典)戈尔登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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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people 9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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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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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one 8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
27 so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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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their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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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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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31 can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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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India 7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33 them 7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34 were 7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5 ha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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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here 6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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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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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re 6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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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some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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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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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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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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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all 5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45 gaza 5 ['geizə] n.加沙（地中海岸港市）

46 its 5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47 know 5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48 lik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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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say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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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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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where 5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52 areas 4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53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54 central 4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55 cnn 4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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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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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hig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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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Israel 4 ['izreiəl] n.以色列（亚洲国家）；犹太人，以色列人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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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make 4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造
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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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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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other 4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65 our 4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66 polic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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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safe 4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68 show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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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sound 4 [saund] vt.听（诊）；测量，测…深；使发声；试探；宣告 n.声音，语音；噪音；海峡；吵闹；听力范围；[医]探条 adj.
健全的，健康的；合理的；可靠的；有效彻底的 adv.彻底地，充分地 vi.听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回响；测深

70 sure 4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71 than 4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后）；
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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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wor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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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4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75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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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77 before 3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78 call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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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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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 coa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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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cowboys 3 ['kaʊbɔɪz] 牛仔

82 cyclone 3 ['saikləun] n.旋风；[气象]气旋；飓风

83 duck 3 [dʌk] n.鸭子；鸭肉；（英）宝贝儿；零分 vi.闪避；没入水中 vt.躲避；猛按…入水 n.(Duck)人名；(德、葡、匈)杜克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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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end 3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86 fog 3 [fɔg] n.雾；烟雾，尘雾；迷惑 vt.使模糊；使困惑；以雾笼罩 vi.被雾笼罩；变模糊 n.(Fog)人名；(丹)福

87 foghorns 3 n.（大雾时发出响亮而低沉的声音以警告其他船只的）雾角，雾喇叭( foghorn的名词复数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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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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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0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91 landfall 3 ['lændfɔ:l] n.着陆；[水运]初见陆地；到达陆地

92 look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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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many 3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94 Miles 3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95 moving 3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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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na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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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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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ov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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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paint 3 vt.油漆；绘画；装饰；涂色于；描绘；（用语言，文字等）描写；擦脂粉等 vi.油漆；描绘；绘画；化妆 n.油漆；颜
料，涂料；绘画作品；胭脂等化妆品；色彩，装饰 n.潘（人名）

101 park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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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righ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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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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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05 system 3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106 thing 3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107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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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violence 3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110 w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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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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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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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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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actually 2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115 ahe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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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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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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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all 2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
119 a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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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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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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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2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123 changes 2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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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color 2 ['kʌlə] n.颜色；肤色；颜料；脸色 vt.粉饰；给...涂颜色；歪曲 vi.变色；获得颜色

126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27 countries 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28 daring 2 ['dεəriŋ] adj.大胆的，勇敢的 n.胆量，勇气 v.敢（dare的现在分词） n.(Da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达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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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defying 2 [dɪ'faɪ] vt. 藐视；挑衅；反抗

131 ducks 2 n.鸭子（duck的复数）；薄帆布工作服，帆布裤子 v.闪避；没入水中（duck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Ducks)人名；(匈)杜
克斯

132 eats 2 [i:ts] abbr.设备准确度测试站（EquipmentAccuracyTestStation）

133 effected 2 [ɪ'fekt] n. 效应；结果；影响；印象；效果；要旨 v. 使产生；引起

134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35 everyone 2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136 famil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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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gets 2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138 g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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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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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hamas 2 n. 哈马斯（伊斯兰抵抗运动）

141 hear 2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42 heavy 2 adj.沉重的；繁重的，巨大的；拥挤的；阴沉的 n.重物；严肃角色 adv.大量地；笨重地

143 help 2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144 hom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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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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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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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ironworker 2 ['aiən,wə:kə] n.钢铁工人

148 Israeli 2 [iz'reili] adj.以色列的；以色列人的 n.以色列人

149 Israelis 2 [ɪz'reɪli] adj. 以色列的 n. 以色列人

150 kee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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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kill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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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ki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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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litt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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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ll 2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155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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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6 looking 2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157 made 2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158 maintain 2 [mein'tein] vt.维持；继续；维修；主张；供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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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maybe 2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161 middle 2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162 mile 2 [mail] n.英里；一英里赛跑；较大的距离 n.(Mile)人名；(塞、匈、法)米莱

163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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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4 most 2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165 moth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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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noise 2 [nɔiz] n.[环境]噪音；响声；杂音 vt.谣传 vi.发出声音；大声议论 n.(Noise)人名；(英)诺伊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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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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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orange 2 ['ɔrindʒ, 'ɔ:-] adj.橙色的；橘色的 n.橙；橙色；桔子 n.(Orange)人名；(英)奥林奇；(法)奥朗热

171 Palestinian 2 adj. 巴勒斯坦的；巴勒斯坦人的 n. 巴勒斯坦；巴勒斯坦人

172 palestinians 2 [ˌpælɪs'tɪnɪənz] n. 巴勒斯坦人 名词palestinian的复数形式.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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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pl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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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populated 2 ['pɒpjʊleɪtɪd] adj. 人口稠密的 动词popul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76 probably 2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177 p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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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records 2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179 rescue 2 ['reskju:] vt.营救；援救 n.营救；援救；解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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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sai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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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salt 2 [sɔ:lt] n.盐；风趣，刺激性 adj.咸水的；含盐的，咸味的；盐腌的；猥亵的 vt.用盐腌；给…加盐；将盐撒在道路上使冰或
雪融化 n.(Salt)人名；(西)萨尔特；(英)索尔特

183 sandblasting 2 ['sændblaː stɪŋ] n. 喷砂法 动词sandblas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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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sk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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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steel 2 [sti:l] n.钢铁；钢制品；坚固 vt.钢化；使冷酷 adj.钢制的；钢铁业的；坚强的 n.(Steel)人名；(德)施特尔；(英)斯蒂尔

187 structural 2 ['strʌktʃərəl] adj.结构的；建筑的

188 tak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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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TENS 2 十位

190 thousands 2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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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93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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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w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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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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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wester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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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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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while 2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200 wind 2 [[wɪnd] n.风；呼吸；气味；卷绕 vt.缠绕；上发条；使弯曲；吹号角；绕住或缠住某人 vi.缠绕；上发条；吹响号角 n.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201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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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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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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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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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5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206 agree 1 [ə̍ ɡriː ] vt.同意，赞成；承认；约定，商定 vi.vi.同意，意见一致；约定，商定

207 agreed 1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208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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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angelic 1 [æn'dʒelik] adj.天使的；似天使的；天国的

211 annoying 1 [ə'nɔiiŋ] adj.讨厌的；恼人的 v.骚扰（annoy的ing形式）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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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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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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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assessable 1 [ə'sesəbl] adj.可估价的；可评价的；可征收的；可征税的

216 Atlantic 1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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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automated 1 英 ['ɔː təʊmeɪtɪd] 美 ['ɔː toʊmeɪtɪd] adj. 自动化的 动词autom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19 basis 1 ['beisis] n.基础；底部；主要成分；基本原则或原理

220 bay 1 [bei] n.海湾；狗吠声 vt.向…吠叫 vi.吠叫；大声叫嚷 n.(Bay)人名；(越)七；(英、老)贝；(德、意、罗、捷、土、丹)巴伊；
(匈)鲍伊；(瑞典)巴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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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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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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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bir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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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bit 1 n.[计]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老一套；一点，一块 vt.控制 adj.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 adv.有点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26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227 bolts 1 英 [bəʊlts] 美 [boʊlts] n. 毛边书 名词bolt的复数形式.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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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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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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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232 burnt 1 [bə:nt] adj.烧焦的；烧伤的 v.燃烧（burn的过去式、过去分词形式）

233 bustling 1 ['bʌsliŋ] adj.熙熙攘攘的；忙乱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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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carrier 1 ['kæriə] n.[化学]载体；运送者；带菌者；货架 n.(Carrier)人名；(英)卡里尔；(法)卡里耶

236 cars 1 英 [kɑ:z] 美 [kɑ:rz] n. 汽车；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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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category 1 ['kætigəri] n.种类，分类；[数]范畴

239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240 ceasefire 1 英 ['si:sfaiə(r)] 美 ['si:sfaiər] n. 停火；停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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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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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cheeper 1 ['tʃi:pə] n.雏；婴儿；吱吱地叫（cheep的名词形式）

245 cheeping 1 [tʃiː p] v. 吱吱地叫 n. 吱吱的叫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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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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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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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9 commerce 1 n.贸易；商业；商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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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connects 1 [kə'nekt] v. 连接；接通；联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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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construction 1 [kən'strʌkʃən] n.建设；建筑物；解释；造句

254 containment 1 n.包含；牵制；容量；密闭度；抑制,牵制；牵制[遏制]政策

255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256 controll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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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controls 1 英 [kən'trəʊls] 美 [kən'troʊls] n. 控制器；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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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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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corroded 1 [kə'rəudid] adj.侵蚀的，已被腐蚀的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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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crazy 1 ['kreizi] adj.疯狂的；狂热的，着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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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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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dabbling 1 ['dæbliŋ] adj.灌注的；嬉水的 n.涉猎 v.涉猎；玩水；草率地对待；溅湿（dabble的ing形式）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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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day 1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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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deployed 1 [dɪ'plɔɪ] v. 部署；展开；进入战斗位置；配置

270 design 1 [di'zain] vt.设计；计划；构思 n.设计；图案 vi.设计

271 destroying 1 [dɪ'strɔɪ] v. 破坏；杀死；消灭；摧毁

272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273 developments 1 [dɪ'veləpmənts] n. 建设；发展；开发区 名词development的复数形式.

274 diagnoses 1 [,daiəg'nəusi:z] n.诊断；调查分析；评价（diagnosis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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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discuss 1 [dis'kʌs] vt.讨论；论述，辩论

277 distinctive 1 [dis'tiŋktiv] adj.有特色的，与众不同的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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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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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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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dozens 1 ['dʌznz] n. 几十；许多

282 dropped 1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
283 ducklings 1 ['dʌklɪŋz] 雏鸭

284 dynasty 1 ['dinəsti, 'dai-] n.王朝，朝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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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eastside 1 adj. 纽约市曼哈顿东区的

287 edition 1 [i'diʃən] n.版本 版次 集

288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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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291 electricity 1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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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2 empire 1 ['empaiə] n.帝国；帝王统治，君权 n.(Empire)人名；(法)昂皮尔

293 employees 1 [ˌemplɔɪ'iː 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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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ensure 1 [in'ʃuə] vt.保证，确保；使安全

296 equivalent 1 [i'kwivələnt] adj.等价的，相等的；同意义的 n.等价物，相等物

297 estimate 1 ['estimeit] vi.估计，估价 n.估计，估价；判断，看法 vt.估计，估量；判断，评价

298 evacuate 1 [i'vækjueit] vt.疏散，撤退；排泄 vi.疏散；撤退；排泄

299 everyday 1 ['evridei] adj.每天的，日常的 n.平时；寻常日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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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
302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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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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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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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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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ferry 1 ['feri] n.渡船；摆渡；渡口 vt.（乘渡船）渡过；用渡船运送；空运 vi.摆渡；来往行驶 n.(Ferry)人名；(法、德、英、印尼)
费里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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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fired 1 n.因祸得福（电影名） fi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310 fix 1 [fiks] vt.使固定；修理；安装；准备 vi.固定；注视 n.困境；方位；贿赂 n.(Fix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瑞典)菲克斯

311 flared 1 英 [fleəd] 美 [flerd] adj. 端部张开的；爆发的；加宽的；漏斗式的 动词fl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12 flat 1 adj.平的；单调的；不景气的；干脆的；平坦的；扁平的；浅的 adv.（尤指贴着另一表面）平直地；断然地；水平地；直
接地，完全地 n.平地；公寓；平面 vt.使变平；[音乐]使（音调）下降，尤指降半音 vi.逐渐变平；[音乐]以降调唱（或奏）
n.（法）弗拉特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弗莱特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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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flooding 1 ['flʌdiŋ] n.泛滥；产后出血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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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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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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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forcing 1 ['fɔ:siŋ] adj.强迫的；强制的；施加压力的 n.强迫 v.强迫（force的变形）；强制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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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forms 1 ['fɔː 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
321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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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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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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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grappling 1 ['græpliŋ] n.擒拿；探线；锚定 v.抓钩；扭打；握牢（grapple的ing形式）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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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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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guard 1 [gɑ:d] n.守卫；警戒；护卫队；防护装置 vi.警惕 vt.保卫；监视 n.(Guard)人名；(英)格尔德

329 half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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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hama 1 ['hɑ:mɑ:] n.哈马（叙利亚西部城市）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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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333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334 headlines 1 ['hedlaɪn] n. 大字标题；新闻提要；头条新闻 v. 加标题于；宣扬；作主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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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5 headlining 1 ['hedlaɪnɪŋ] (美:roof lining)车顶织物衬里

336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337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338 helicopters 1 ['helɪkɒptəz] n. 直升机 名词helicopter的复数形式.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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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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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hospitals 1 ['hɒspɪtlz] 医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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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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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humming 1 ['hʌmiŋ] adj.发嗡嗡声的；精力旺盛的 n.哼唱 v.嗡嗡作响（hum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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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hurricane 1 ['hʌrikən] n.飓风，暴风

348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49 installed 1 [ɪns'tɔː ld] adj. 安装的；任命的 动词insta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50 intercepted 1 英 [ˌɪntə'sept] 美 [ˌɪntər'sept] n. 截取；妨碍；截距 vt. 拦截；阻止

351 involve 1 [in'vɔlv] vt.包含；牵涉；使陷于；潜心于
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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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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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knew 1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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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Knoxville 1 ['nɔksvil] n.诺克斯维尔（地名，美国田纳西州东部城市）

358 la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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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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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l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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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launched 1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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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mean 1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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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meditative 1 ['meditətiv, -teit-] adj.冥想的，沉思的；耽于默想的

366 militant 1 adj.好战的 n.富有战斗性的人；好斗者；激进分子

367 ministry 1 ['ministri] n.（政府的）部门

368 missed 1 [mɪs] n. [M-]小姐 vt. 想念 vt. 错过；漏掉

369 missile 1 ['misail, -səl] n.导弹；投射物 adj.导弹的；可投掷的；用以发射导弹的

370 mission 1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
371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372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73 musical 1 ['mju:zikəl] adj.音乐的；悦耳的 n.音乐片

374 mysterious 1 [mi'stiəriəs] adj.神秘的；不可思议的；难解的

375 navy 1 ['neivi] n.海军 深蓝色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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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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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nice 1 [nais] adj.精密的；美好的；细微的；和蔼的 n.(Nice)人名；(英)尼斯

379 nickname 1 ['nikneim] n.绰号；昵称 vt.给……取绰号；叫错名字
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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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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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1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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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number 1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
384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385 occasionally 1 adv.偶尔；间或

386 ocean 1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387 officers 1 n.军官，人员（officer复数形式）

388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389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390 operating 1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
391 organ 1 n.器官；机构；风琴；管风琴；嗓音；阴茎 n.（Organ）人名；（英）奥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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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3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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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outer 1 ['autə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远离中心的 n.环外命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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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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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painters 1 ['peɪntəz] 油漆工

399 pedestrians 1 [pɪ'destrɪəns] n. 行人 名词pedestrian的复数形式.

400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401 poppy 1 ['pɔpi] n.罂粟花；罂粟属植物；深红色 adj.罂粟科的

4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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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preserve 1 vt.保存；保护；维持；腌；禁猎 n.保护区；禁猎地；加工成的食品；（某人或群体的）专门活动

404 prett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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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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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public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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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quicker 1 [k'wɪkər] adj. 快些的 形容词quick的比较级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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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railing 1 ['reiliŋ] n.栏杆；扶手 n.(Railing)人名；(英)雷林

410 rainfall 1 ['reinfɔ:l] n.降雨；降雨量

411 rains 1 [reɪn] n. 雨；雨水 v. 下雨；(雨点般)落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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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414 red 1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
415 replace 1 [ri'pleis] vt.取代，代替；替换，更换；归还，偿还；把…放回原处

416 replacement 1 [ri'pleismənt] n.更换；复位；代替者；补充兵员

417 reportedly 1 [ri'pɔ:tidli] adv.据报道；据传闻

418 residences 1 ['rezɪdənsɪz] 住宅

4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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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reunited 1 ['riː ju 'ːnaɪtɪd] adj. 团聚的；再结合的；重聚的 动词reun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21 ride 1 vi.骑马；乘车；依靠；漂浮 vt.骑；乘；控制；（骑马、自行车等）穿越；搭乘；飘浮 n.骑；乘坐；交通工具；可供骑行
的路；（乘坐汽车等的）旅行；乘骑；（乘车或骑车的）短途旅程；供乘骑的游乐设施 n.（英）赖德（人名）；（法、
葡）里德（人名）

422 rivets 1 ['rɪvɪt] n. 铆钉 v. 铆接；固定；钉牢；集中；吸引

423 rot 1 [rɔt] n.腐烂；腐败；腐坏 vi.腐烂；腐败；堕落 vt.使腐烂；使腐朽；使堕落 int.（表示厌恶、蔑视、烦恼等）胡说；糟了 n.
(Rot)人名；(法、德、俄、塞、捷、瑞典)罗特

424 rough 1 [rʌf] adj.粗糙的；粗略的；粗野的；艰苦的；未经加工的 vt.使粗糙；粗暴对待；草拟 n.艰苦；高低不平的地面；未经
加工的材料；粗糙的部分 vi.举止粗野 adv.粗糙地；粗略地；粗暴地 n.(Rough)人名；(英)拉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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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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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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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7 rusted 1 [rʌst] n. 铁锈；锈菌；赤褐色 vi. 生锈；变成锈色 vt. 使 ... 生锈；损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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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9 scarce 1 [skεəs] adj.缺乏的，不足的；稀有的 adv.仅仅；几乎不；几乎没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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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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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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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3 see 1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434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435 setting 1 ['setiŋ] n.环境；安装；布置；[天]沉落 v.放置；沉没；使…处于某位置（set的ing形式）

436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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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8 she 1 [ʃi:] pron.她（主格）；它（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、船舶、地球、月亮等） n.女人；雌性动物 n.(She)人名；(中)佘(普通
话·威妥玛)

439 ships 1 [ʃɪps] n.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.

440 sides 1 [saɪdz] n.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.

441 sidewalk 1 ['saidwɔ:k] n.人行道

442 sienna 1 [si'enə] n.赭色；（富铁）黄土（用作颜料） n.(Sienna)人名；(西)西恩纳；(英)西恩纳，西恩娜(女名)

443 sing 1 vi.唱歌；歌颂；鸣叫；呼号 vt.唱；用诗赞颂；唱着使 n.演唱；鸣声；呼啸声 n.(Sing)人名；(老、德、泰)辛

444 singing 1 ['siŋiŋ] n.歌唱；歌声；耳鸣；振鸣 adj.唱歌的；音乐般的 v.唱歌（sing的ing形式）

445 slats 1 [slæt] n. 薄而窄的板条；活动辅助翼 (复)slats:<俚>肋骨 v. 打击；用板条制作

446 spans 1 [spæn] n. 时期；跨度；间距 vt. 延续；横跨；贯穿；遍及；弥补 动词spin的过去式形式.

447 speeds 1 [spiː d] n. 速度；迅速 v. 加速；急行

448 spokesman 1 ['spəuksm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4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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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0 stages 1 [steɪdʒ] n. 舞台；戏剧；阶段；步骤；行程 v. 上演；举行；组织；筹划；使出现

451 stand 1 [stænd] vi.站立；位于；停滞 vt.使站立；忍受；抵抗 n.站立；立场；看台；停止

452 standby 1 ['stændbaɪ] n. 备用；待命者 adj. 备用的；应急的

453 stand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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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4 steps 1 n.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（=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）；台阶，步骤（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）

4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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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6 strait 1 [streit] adj.狭窄的；苦恼的 n.海峡；困境 n.(Strait)人名；(英)斯特雷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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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8 strikes 1 [straɪk] n. 罢工；打击；殴打 v. 打；撞；罢工；划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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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0 struck 1 adj.受罢工影响的 v.罢工，打击，撞击（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truck)人名；(英)斯特拉克；(瑞典)斯特鲁克；
(德)施特鲁克

461 structurally 1 ['strʌktʃərəli] adv.在结构上

462 structure 1 ['strʌktʃə] n.结构；构造；建筑物 vt.组织；构成；建造

463 stuck 1 [stʌk] v.刺（stick的过去式） adj.被卡住的；不能动的 n.(Stuck)人名；(德)施图克；(英)斯塔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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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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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6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467 supporting 1 [sə'pɔ:tiŋ] adj.支持的；辅助性的；次要的 n.支持；支承面 v.支持；供养（support的ing形式）

468 supports 1 [sə'pɔː ts] n. 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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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69 sustained 1 英 [səs'teɪnd] 美 [sə'steɪnd] adj. 持久的；经久不衰的 动词sust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70 swing 1 [swiŋ] n.摇摆；摆动；秋千；音律；涨落 vi.摇摆；转向；悬挂；大摇大摆地行走 vt.使旋转；挥舞；悬挂 adj.旋转的；悬
挂的；强节奏爵士音乐的 n.(Sw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斯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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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2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473 targets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 rː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
474 teams 1 [tiː m] n. 队；组 v. 使相配；使合作；结成一队 adj. 团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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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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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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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8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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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0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481 thinner 1 adj.较薄的；较瘦的；较细的（thin的比较级） n.（油漆的）稀释剂；冲淡剂；使变稀薄者，加稀料的制漆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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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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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4 toll 1 n.通行费；代价；钟声；伤亡人数 vt.征收；敲钟 vi.鸣钟；征税

485 tonal 1 ['təunəl] adj.色调的；音调的

486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487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488 tracker 1 ['trækə] n.拉纤者，纤夫；追踪系统，[自]跟踪装置；追踪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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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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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1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4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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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3 tunnels 1 ['tʌnl] n. 隧道；地道；洞穴 v. 挖地道；挖隧道

494 turn 1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495 twelve 1 [twelv] n.十二；十二个 num.十二；十二个 adj.十二的；十二个的

496 typhoon 1 [tai'fu:n] n.[气象]台风

497 underneath 1 [,ʌndə'ni:θ] prep.在…的下面；在…的形式下；在…的支配下 adv.在下面；在底下 n.下面；底部 adj.下面的；底层
的

498 unknown 1 ['ʌn'nəun] adj.未知的；陌生的，默默无闻的 n.未知数；未知的事物，默默无闻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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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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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1 vermillion 1 [və'miljən] adj.朱红色的 n.朱红色；珠砂 vt.涂成朱红色 n.(Vermillion)人名；(英)弗米利恩

502 visually 1 ['vizjuəli] adv.形象化地；外表上；看得见地

503 walkway 1 ['wɔ:kwei] n.通道，[建]走道

504 warning 1 ['wɔ:niŋ] n.警告；预兆；预告 adj.警告的；引以为戒的 v.警告（warn的ing形式） n.(Warning)人名；(德)瓦宁

505 warplanes 1 n.军用机( warplane的名词复数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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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7 water 1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
5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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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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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0 wayward 1 ['weiwəd] adj.任性的；不规则的；刚愎的

511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512 weld 1 [weld] vt.焊接；使结合；使成整体 vi.焊牢 n.焊接；焊接点 n.(Weld)人名；(英)韦尔德

513 whistler 1 ['hwislə] n.吹哨的人 n.(Whistler)人名；(英)惠斯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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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4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515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5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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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7 winds 1 ['waɪndz] [ win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518 wondered 1 英 ['wʌndə(r)] 美 ['wʌndər] n. 惊奇；惊愕；奇迹；奇观 v. 惊奇；想知道；怀疑 adj. 奇妙的；非凡的

519 wood 1 [wud] n.木材；木制品；树林 vi.收集木材 vt.植林于；给…添加木柴 n.(Wood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、阿拉伯)伍德

520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521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522 wrap 1 [ræp] vt.包；缠绕；隐藏；掩护 vi.包起来；缠绕；穿外衣 n.外套；围巾

523 wraps 1 [ræp] v. 包；裹；覆盖；隐藏 n. 围巾；披肩；包装材料

524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525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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