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5-20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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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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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frica 2 ['æfrikə] n.非洲

4 African 1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5 africans 1 n. 非洲人（African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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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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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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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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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ided 1 ['eɪdɪd] adj. 辅助的；帮助的 动词ai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1 aire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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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lert 1 [ə'lə:t] vt.警告；使警觉，使意识到 adj.警惕的，警觉的；留心的 n.警戒，警惕；警报 n.(Alert)人名；(西)阿莱尔特

13 a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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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lligator 1 ['æligeitə] n.短吻鳄（产于美国及中国）；短吻鳄皮革；鳄口式工具 vi.皱裂；裂开 adj.鳄鱼般的；鳄鱼皮革的；鳄鱼皮
纹的

15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6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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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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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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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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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gry 1 ['æŋgri] adj.生气的；愤怒的；狂暴的；（伤口等）发炎的

24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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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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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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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29 April 2 ['eiprəl] n.四月

30 arch 3 [ɑ:tʃ] n.弓形，拱形；拱门 adj.主要的 vt.使…弯成弓形；用拱连接 vi.拱起；成为弓形 n.(Arch)人名；(德)阿尔希；(英)阿奇

31 Arches 1 n.拱桥（arch的复数形式）；弓形 v.用拱连接；使…成曲线；拱起（arch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32 archipelago 1 [,ɑ:ki'peləgəu] n.群岛，列岛；多岛的海区

33 ar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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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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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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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argues 1 英 ['ɑːɡju ]ː 美 ['ɑ rːɡju ]ː v. 说服；争论；辩论

37 Arkansas 1 ['ɑ:kənsɔ:] n.（美国）阿肯色州

38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39 arrived 2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0 as 4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
41 ashburn 1 n. 阿什伯恩

42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43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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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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挝货币基本单位att）；[化]砹（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） abbr.密封的（airtight）；气温（airtemperature）

44 attempt 1 [ə'tempt] n.企图，试图；攻击 vt.企图，试图；尝试

45 attention 2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46 authorities 1 [ɔː 'θɒrɪtɪs] n. 当局；官方 名词authority的复数形式.

47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48 babe 1 ['beib] n.婴儿，小孩；女孩；天真幼稚的人 n.(Babe)人名；(西)巴韦；(罗)巴贝；(法)巴布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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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51 ban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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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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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beach 2 [bi:tʃ] n.海滩；湖滨 vt.将…拖上岸 vi.搁浅；定居 n.(Beach)人名；(英)比奇

54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55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56 becomes 1 [bɪ'kʌm] v. 变成；成为；变得；适合（某人）；使（人）显得漂亮

57 beef 1 [bi:f] n.牛肉；肌肉；食用牛；牢骚 vi.抱怨，告发；发牢骚 vt.养；加强

58 been 7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59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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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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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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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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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benzo 1 苯并 n.(Benzo)人名；(西)本索；(意)本佐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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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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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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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70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
71 blink 1 [bliŋk] vt.眨眼；使…闪烁 vi.眨眼；闪烁 n.眨眼；瞬间；闪光 n.(Blink)人名；(德)布林克

72 blown 1 [bləun] adj.吹制的，吹出的；开花的，盛开的；喘气的 v.风吹（blow的过去分词） n.(Blown)人名；(英)布洛恩

73 boat 1 [bəut] n.小船；轮船 vi.划船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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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booming 1 ['bu:miŋ] adj.兴旺的，繁荣的；大受欢迎的 v.兴旺（boom的ing形式）；发出隆隆声

76 border 5 ['bɔ:də] n.边境；边界；国界 vt.接近；与…接壤；在…上镶边 vi.接界；近似 n.(Border)人名；(英)博德

77 Borders 1 n.鲍德斯（公司名，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）

78 bought 1 [bɔ:t] v.买（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79 break 1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晓；
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80 breath 1 [breθ] n.呼吸，气息；一口气，（呼吸的）一次；瞬间，瞬息；微风；迹象；无声音，气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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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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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businesses 2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84 but 11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
85 buy 1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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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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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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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 came 3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89 can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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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car 1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91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92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93 catastrophic 1 adj.灾难的；悲惨的；灾难性的，毁灭性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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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causes 2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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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Ceuta 7 ['sei,u:tə] n.休达（摩洛哥一座城市）

98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
99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100 cheeseburger 1 n.奶酪汉堡

101 chicken 1 n.鸡肉；小鸡；胆小鬼，懦夫 adj.鸡肉的；胆怯的；幼小的

102 chips 1 [tʃips] n.[食品]炸土豆条；小木片；（作赌注用的）圆形筹码；缺口（chip的复数形式）

103 circumstance 1 ['sə:kəmstəns] n.环境，情况；事件；境遇

104 Cities 2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105 citizens 1 ['sɪtɪzənz] 公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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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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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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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cold 1 [kəuld] adj.寒冷的；冷淡的，不热情的；失去知觉的 n.寒冷；感冒 adv.完全地

110 collapse 1 vi.倒塌；瓦解；暴跌 vt.使倒塌，使崩溃；使萎陷；折叠 n.倒塌；失败；衰竭

111 collapses 1 [kə'læpsɪz] v. 倒塌，崩溃，瓦解，折叠（collaps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12 combination 1 [,kɔmbi'neiʃən] n.结合；组合；联合；[化学]化合

113 combo 1 ['kɔmbəu] n.联合体；结合物；小型爵士乐团 n.(Combo)人名；(科摩、刚(布))孔博

114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115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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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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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119 consumer 2 [kən'sju:mə] n.消费者；用户，顾客

120 consuming 1 [kən'sju:miŋ] adj.消费的；强烈的 v.消耗（consume的ing形式）

121 contained 1 [kən'teind] adj.泰然自若的，从容的；被控制的 v.包含；遏制（contain的过去分词）；容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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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continuing 1 [kən'tɪnjuɪŋ] adj. 连续的；持续的；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.

124 contribute 1 vt.贡献，出力；投稿；捐献 vi.贡献，出力；投稿；捐献 [过去式contributed过去分词contributed现在分词
contributing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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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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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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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cost 3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129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130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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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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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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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的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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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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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cover 2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
136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37 crane 2 [krein] n.吊车，起重机；鹤 vi.伸着脖子看；迟疑，踌躇 vt.用起重机起吊；伸长脖子 n.(Crane)人名；(意、葡)克拉内；
(英、法、西)克兰

138 crashing 1 ['kræʃiŋ] adj.彻底的；最好的；猛撞的 v.打碎（crash的ing形式）

139 creates 1 [kri'ː eɪts] n. 创立 创建.

140 creeks 1 n.<英>小湾( creek的名词复数 ); 小港; <美>小河; 小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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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cross 1 n.交叉，十字；十字架，十字形物 vi.交叉；杂交；横过 vt.杂交；渡过；使相交 adj.交叉的，相反的；乖戾的；生气的

143 crossed 1 [krɔst] adj.交叉的；划掉的；十字形的 v.交叉；越过（cro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44 crossings 1 [k'rɒsɪŋz] 交叉口

145 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46 darkness 1 ['dɑ:knis] n.黑暗；模糊；无知；阴郁

147 Darwin 1 ['dɑ:win] n.达尔文（①姓氏，男子名②CharlesRobert，1809-1882，英国博物学家，进化论创始人③澳大利亚港市）

148 dave 1 [deiv] n.戴夫（男子名）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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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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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152 debut 1 ['deibju:] n.初次登台；开张 vi.初次登台 n.(Debut)人名；(法)德比

153 defending 1 [dɪ'fend] v. 防守；防护；辩护

154 demand 1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
155 demanding 1 [di'mɑ:ndiŋ] adj.苛求的；要求高的；吃力的 v.要求；查问（demand的ing形式）

156 densely 1 [densli] adv. 密集地；浓厚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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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9 devices 1 [dɪ'vaɪsɪz] n. 设备

160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61 directly 1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162 dispute 1 [dis'pju:t, 'dis-] vt.辩论；怀疑；阻止；抗拒 vi.争论 n.辩论；争吵

163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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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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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double 1 ['dʌbl] n.两倍；双精度型 adj.双重的；两倍的 vi.加倍，加倍努力；快步走 vt.使加倍 adv.双重地；两倍地；弓身地 n.
(Double)人名；(法)杜布勒；(英)道布尔

166 dow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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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drive 2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168 drop 2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169 dropping 1 ['drɔpiŋ] n.落下；空投；滴下物 v.落下；退出（drop的ing形式）；滴入；随口漏出

170 drowned 1 ['draund] v.淹死（drown的过去分词）；淹没 adj.淹死的；水淹的 n.血本无归者；被套牢者

171 dynamic 1 [dai'næmik] adj.动态的；动力的；动力学的；有活力的 n.动态；动力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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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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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economists 1 [ɪ'kɒnəmɪsts] 经济理论界

175 economy 3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176 Ecuador 1 ['ekwədɔ:] n.厄瓜多尔（位于拉丁美洲）

177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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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elected 1 v.（进行）选举(el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推举； 选择；决定（做某事）

180 enclave 2 ['enkleiv] n.飞地（指在本国境内的隶属另一国的一块领土）；被包围的领土；被包围物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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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energy 1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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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enter 2 ['entə] vt.进入；开始；参加 vi.参加，登场；进去 n.[计]输入；回车 n.(Enter)人名；(英)恩特

185 entered 2 ['entə(r)d] adj. 进入的 动词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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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188 erosion 1 [i'rəuʒən] n.侵蚀，腐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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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91 Europe 4 ['juərəp] n.欧洲

192 European 3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193 eve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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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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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exact 1 adj.准确的，精密的；精确的 vt.要求；强求；急需 vi.勒索钱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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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199 exceeds 1 [ɪk'siː d] vt. 超过；超出 vi. 领先

200 exhausted 1 [ig'zɔ:stid] adj.疲惫的；耗尽的 v.耗尽；用尽；使…精疲力尽（exhaust的过去式）

201 expensive 2 [ik'spensiv] adj.昂贵的；花钱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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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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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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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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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falling 2 ['fɔ:liŋ] adj.下降的；落下的 n.下降；落下；陷落 v.落下（fall的ing形式） n.(Falling)人名；(瑞典)法林

207 famous 2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208 f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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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fears 1 英 [fɪə(r)] 美 [fɪr] n. 担心；害怕；恐惧；【中药学】相畏 v. 害怕；担心；恐惧

210 feds 1 Forced Entry Deterrent System 武力侵入威慑系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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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213 fence 1 ['fens] n.栅栏；围墙；剑术 vt.防护；用篱笆围住；练习剑术 vi.击剑；搪塞；围以栅栏；跳过栅栏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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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fin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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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firm 1 ['fə:m] adj.坚定的；牢固的；严格的；结实的 vt.使坚定；使牢固 vi.变坚实；变稳固 adv.稳固地 n.公司；商号

217 first 3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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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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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flash 9 [flæʃ] vt.使闪光；反射 n.闪光，闪现；一瞬间 vi.闪光，闪现；反射 adj.闪光的，火速的 n.(Flash)人名；(西)弗拉什

220 floatation 1 [fləu'teiʃən] n.[物化]浮选；漂浮性

221 flood 3 [flʌd] vt.淹没；充满；溢出 vi.涌出；涌进；为水淹没 n.洪水；泛滥；一大批 n.(Flood)人名；(英)弗勒德；(瑞典、芬)弗洛
德

222 flooding 5 ['flʌdiŋ] n.泛滥；产后出血

223 floods 2 [flʌd] v. 淹没；充满 n. 洪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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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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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food 2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227 foot 3 [fut] n.脚；英尺；步调；末尾 vi.步行；跳舞；总计 vt.支付；给……换底 n.(Foot)人名；(英)富特

228 for 1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29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230 forecast 1 ['fɔ:kɑ:st] vt.预报，预测；预示 n.预测，预报；预想 vi.进行预报，作预测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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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fought 1 [fɔ:t] v.战斗（fight的过去分词）；打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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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foundation 1 [faun'deiʃən] n.基础；地基；基金会；根据；创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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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237 from 9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38 frosty 1 ['frɔsti] adj.结霜的，严寒的；冷淡的；灰白的

239 funneled 1 ['fʌnəld] adj. 漏斗形的； 有漏斗的； 有 ... 烟囱的 动词funn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40 Galapagos 3 [galapægəus] n.加拉帕戈斯群岛（厄瓜多尔）

241 gator 3 ['geitə] n.短吻鳄

242 gatsby 1 n.盖茨比（姓）；杰士派（品牌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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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Germany 1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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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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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Gibraltar 1 [dʒi'brɔ:ltə] n.直布罗陀（海峡）；冰砂糖

248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249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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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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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goo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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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goods 3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254 government 4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255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256 grassy 1 ['grɑ:si] adj.长满草的；草绿色的 n.(Grass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格拉西

257 gravity 1 ['græviti] n.重力，地心引力；严重性；庄严

258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259 greatest 1 ['greɪtɪst] adj. 最大的 形容词great的最高级.

260 groceries 1 n.杂货；食品；生活用品

261 grocery 1 ['grəusəri] n.食品杂货店 食品杂货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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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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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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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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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guarantee 1 [,gærən'ti:] n.保证；担保；保证人；保证书；抵押品 vt.保证；担保

266 ha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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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7 hangry 1 饿怒症

268 happen 2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269 happened 3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70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271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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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hav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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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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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hel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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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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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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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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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higher 2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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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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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home 3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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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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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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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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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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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hungry 1 ['hʌŋgri] adj.饥饿的；渴望的；荒年的；不毛的

288 hurricanes 1 ['hʌrikənz] n. 飓风（名词hurricane的复数形式）

289 hurry 1 n.匆忙，急忙 v.仓促（做某事）；催促；（朝某方向）迅速移动；迅速处理 n.（英）赫里（人名）

290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291 hyperinflation 1 [,haipəin'fleiʃən] n.[经]恶性通货膨胀

292 iconic 1 [ai'kɔnik] adj.图标的，形象的

293 if 4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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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illegally 1 [i'li:gəli] adv.非法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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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in 3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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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8 increase 3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299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
300 inflation 14 [in'fleiʃən] n.膨胀；通货膨胀；夸张；自命不凡

301 interior 1 [in'tiəriə] n.内部；本质 adj.内部的；国内的；本质的

302 internationa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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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into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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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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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investors 1 [ɪn'vestəz] 投资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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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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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Islands 2 ['ailənds] n.群岛（island的复数）；岛屿

308 isn 2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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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it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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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items 2 ['aɪtəm] n. 项目；条款；一件商品（或物品）；一则或一条新闻 adv. 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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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314 joked 1 英 [dʒəʊk] 美 [dʒoʊk] n. 笑话；玩笑 v. 说笑话；开玩笑

315 jubilant 1 ['dʒu:bilənt] adj.欢呼的；喜洋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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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junior 1 ['dʒu:njə] adj.年少的；后进的；下级的 n.年少者，晚辈；地位较低者；大学三年级学生 n.(Junior)人名；(英)朱尼尔；(德)
尤尼奥尔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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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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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keeps 1 ['kiː ps] n. 生计；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.

321 kill 1 [kil] vt.杀死；扼杀；使终止；抵消 vi.杀死 n.杀戮；屠杀 adj.致命的；致死的 n.(Kill)人名；(德)基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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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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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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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labor 1 ['leibə] n.劳动；工作；劳工；分娩 vi.劳动；努力；苦干 vt.详细分析；使厌烦 n.(Labor)人名；(德、塞、法)拉博尔；(英)
拉博

326 landmarks 1 ['lændmɑːks] n. 地标，陆标；里程碑（名词landmark的复数形式）

327 last 3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持，够用；持久 vt.度过，拖过；使维持 adv.最后地；上次，最近；最后一点 n.(La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罗、瑞典)拉斯特

328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329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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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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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333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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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lightening 1 v.减轻（lighten的ing形式）；发光 n.孕腹轻松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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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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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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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located 1 英 [ləʊ'keɪtɪd] 美 ['loʊkeɪtɪd] adj. 处于；位于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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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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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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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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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4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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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Louisiana 3 [lu:,i:zi'ænə] n.美国路易斯安那州

347 lumber 1 ['lʌmbə] vi.伐木；喧闹地向前走；笨重地行动，缓慢地移动 vt.砍伐木材；乱堆 n.木材；废物，无用的杂物；隆隆声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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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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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mal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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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man 2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352 manufacturing 1 [,mænju'fæktʃəriŋ] adj.制造的；制造业的 n.制造业；工业 v.制造；生产（manufacture的ing形式）

353 many 9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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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markets 1 英 ['mɑːkɪt] 美 ['mɑ rːkɪt] n. 市场；集市 v. 销售；推销；买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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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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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meanwhile 1 ['mi:nwail] adv.同时，其间 n.其间，其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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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Melilla 1 [meili:'jɑ:] n.梅利利亚（摩洛哥东北部港市）

361 mentioned 1 ['menʃnd] adj. 提到的；提过的 动词menti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62 menu 1 ['menju:, mə'nju:] n.菜单 饭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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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might 3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365 migrant 1 ['maigrənt] n.候鸟；移居者；随季节迁移的民工 adj.移居的；流浪的

366 migrants 4 ['maɪɡrənts] 移民

367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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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minister 2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370 ministry 1 ['ministri] n.（政府的）部门

371 minors 1 英 ['maɪnə(r)] 美 ['maɪnər] adj. 轻微的；较小的；次要的 n. 未成年人；辅修科目；[音]小调 v. 辅修

372 miss 1 [mɪs] n.女士，小姐，年轻未婚女子 vt.错过，想念，缺（勤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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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Monday 2 ['mʌndi] n.星期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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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more 8 [mɔ:] adv.更多；此外；更大程度地 adj.更多的；附加的 pron.更多的数量 n.更多 n.(More)人名；(英、法)莫尔；(意、西、
以)莫雷

377 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
378 Moroccan 4 [mə'rɔkən] adj.摩洛哥的 n.摩洛哥人

379 morocco 10 [mə'rɔkəu] n.摩洛哥（非洲一国家名）；[皮革]摩洛哥皮革
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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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mountainous 1 ['mauntinəs] adj.多山的；巨大的；山一般的

382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383 moving 2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3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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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nation 3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386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387 nearby 1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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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8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389 neighboring 1 ['neibəriŋ] adj.邻近的；附近的（等于neighbouring） v.与…为邻；位于附近（neighbor的ing形式）

3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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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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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normal 2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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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northern 3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395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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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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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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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occurred 1 [ə'kɜːd] adj. 发生的 动词occu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00 of 48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01 off 5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402 off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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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officially 1 [ə'fiʃəli] adv.正式地；官方地；作为公务员

404 officials 5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405 Oklahoma 1 [,əuklə'həumə] n.美国俄克拉荷马州

406 On 11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
着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407 on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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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409 only 1 ['əunli] adv.只，仅仅；不料 adj.唯一的，仅有的；最合适的 conj.但是；不过；可是

410 or 6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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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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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414 our 5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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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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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owners 1 ['əʊnəz] 业主
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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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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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paper 1 ['peipə] n.纸；论文；文件；报纸 adj.纸做的 vt.用纸糊；用纸包装 vi.贴糊墙纸；发交通违章传票 n.(Paper)人名；(俄)帕
佩尔

421 parking 1 ['pɑ:kiŋ] n.停车 adj.停车的 v.停车（park的ing形式） n.(Parking)人名；(英)帕金

422 par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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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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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passersby 1 ['pæsəz,bai] n.过路人；经过者（passerby的复数）

4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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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6 pa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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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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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4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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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431 pH 1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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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2 Pillars 1 [piləs] n.柱子；柱状物；台柱（pillar的复数） v.用柱支持（pillar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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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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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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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6 populated 1 ['pɒpjʊleɪtɪd] adj. 人口稠密的 动词popul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37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438 pow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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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9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440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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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previous 1 ['pri:vjəs] adj.以前的；早先的；过早的 adv.在先；在…以前

443 prices 10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
444 prime 1 [praim] adj.主要的；最好的；基本的 adv.极好地 n.初期；青年；精华；全盛时期 vt.使准备好；填装 vi.作准备 n.(Prime)
人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
445 print 1 [print] n.印刷业；印花布；印刷字体；印章；印记 vt.印刷；打印；刊载；用印刷体写；在…印花样 vi.印刷；出版；用印
刷体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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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7 production 1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448 prominent 1 ['prɔminənt] adj.突出的，显著的；杰出的；卓越的

449 published 1 ['pʌblɪʃ] v. 出版；发行；公开发表

450 puns 1 [pʌn] n. 双关语 vt. 说双关语

451 purchasing 1 n.[贸易]采购（purchase的ing形式）；购买

452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453 quickly 4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454 rachael 1 n. 雷切尔

455 rachel 1 ['reitʃəl] n.雷切尔（女子名）

456 rain 2 [rein] n.雨；下雨；雨天；雨季 vi.下雨；降雨 vt.大量地给；使大量落下 n.(Rain)人名；(法)兰；(英)雷恩；(罗、捷)赖恩

457 raise 1 [reiz] vt.提高；筹集；养育；升起 vi.上升 n.高地；上升；加薪 n.(Raise)人名；(英)雷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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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9 rate 2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
4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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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1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462 reaching 1 [riː tʃ] v. 到达；伸出；达成；取得联系；延伸；（伸手）去够 n. 范围；影响力；河段；等级

463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464 really 1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465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466 rebel 1 ['rebəl, ri'bel] vi.反叛；反抗；造反 n.反叛者；叛徒 adj.反抗的；造反的 n.(Rebel)人名；(德)雷贝尔；(英)里贝尔；(法)勒贝
尔

467 rebound 1 [,ri:'baund] n.回弹；篮板球 vi.回升；弹回 vt.使弹回 v.重新装订（reb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68 recently 3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469 reception 1 [ri'sepʃən] n.接待；接收；招待会；感受；反应

470 record 1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471 reduced 1 [ri'dju:st] adj.减少的；[数]简化的；缩减的

472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473 relentless 1 [ri'lentlis] adj.无情的；残酷的；不间断的

474 remember 1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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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5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476 renamed 1 v.给…重新取名，改名( renam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)

4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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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8 reptile 1 ['reptail, -til] adj.爬虫类的；卑鄙的 n.爬行动物；卑鄙的人

479 restaurant 1 ['restərɔŋ, -rɔnt, -rənt] n.餐馆；[经]饭店

480 restore 1 [ri'stɔ:] vt.恢复；修复；归还 vi.恢复；还原

481 ridge 1 [ridʒ] n.山脊；山脉；屋脊 vt.使成脊状；作垄 vi.成脊状 n.(Ridge)人名；(英)里奇

482 rise 3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483 rising 4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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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5 risking 1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
486 risks 1 [rɪsk] n. 危险；风险；投资报酬的风险 vt. 冒 ... 的危险；承受...的风险

487 Rivers 2 ['rivə:s] n.里弗斯（人名）；河流州（尼日利亚州名）；河水钻

488 road 1 [rəud] n.公路，马路；道路；手段 vt.（狗）沿臭迹追逐（猎物） adj.（美）巡回的 n.(Road)人名；(英)罗德

4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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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ru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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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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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人名；(英)朗宁

492 runs 1 [rʌnz] n.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；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.

493 rus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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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ruth 1 [ru:θ] n.露丝（女子名）；路得；路得记

495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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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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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7 saturated 1 ['sætʃəreitid] adj.饱和的；渗透的；深颜色的 v.使渗透，使饱和（saturate的过去式）

498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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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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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0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501 scenario 1 n.方案；情节；剧本；设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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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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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4 security 2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5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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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6 seep 1 [si:p] vi.漏；渗出 n.小泉；水陆两用的吉普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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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8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509 separated 1 ['sepəreitid] adj.分开的；分居；不在一起生活的 v.分开；隔开（sepa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10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511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512 sets 1 n.[数]集合，设置（set的复数） v.放置（set单三形式）

513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514 shopping 1 ['ʃɔpiŋ] n.购物，买东西 v.购物（shop的ing形式）

515 shore 1 [ʃɔ:] vt.支撑，使稳住；用支柱撑住 n.海滨；支柱 n.(Shore)人名；(英)肖尔

516 shor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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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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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7 shots 1 英 [ʃɒt] 美 [ʃɑ tː] n. 注射；投篮；发射；拍摄；开枪；子弹 adj. (织物)闪色的；精疲力尽的；完了的 动词shoot的过去式和
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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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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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0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5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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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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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4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525 situation 2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5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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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7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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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9 soak 1 [səuk] vt.吸收，吸入；沉浸在（工作或学习中）；使……上下湿透 vi.浸泡；渗透 n.浸；湿透；大雨

530 soaked 1 adj.湿透的，浸透的 v.浸湿（soak的过去分词）

531 soil 2 [sɔil] n.土地；土壤；国家；粪便；务农；温床 vt.弄脏；污辱 vi.变脏

532 some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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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5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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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5 southern 2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536 southwestern 1 [,sauθ'westən] adj.西南部的；向西南的；来自西南的

537 Spain 8 [spein] n.西班牙

538 spaniards 1 西班牙人

539 Spanish 7 ['spæniʃ] adj.西班牙的；西班牙人的；西班牙语的 n.西班牙语；西班牙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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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1 spending 2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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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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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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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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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6 st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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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7 stocks 1 [stɒks] 股票

5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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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9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550 storms 1 英 [stɔː m] 美 [stɔː rm] n. 暴风雨 v. 起风暴；猛攻；暴怒；捣毁

5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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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2 strait 2 [streit] adj.狭窄的；苦恼的 n.海峡；困境 n.(Strait)人名；(英)斯特雷特

553 streams 1 [st'riː mz] n. 流；溪流 名词stream的复数形式.

554 stro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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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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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6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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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8 suddenly 1 ['sʌdnli] adv.突然地；忽然

559 suggested 1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60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561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562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563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564 surge 2 n.汹涌；大浪，波涛；汹涌澎湃；巨涌 v.汹涌；起大浪，蜂拥而来

565 swam 1 [swæm] v.游泳（swim的过去式）

566 sweep 1 [swi:p] vt.扫除；猛拉；掸去 vi.扫，打扫；席卷；扫视；袭击 n.打扫，扫除；范围；全胜

567 swim 1 [swim] vi.游泳；漂浮；浸；眩晕 vt.游过；使浮起 n.游泳；漂浮；眩晕 adj.游泳时穿戴的

568 swimming 1 ['swimiŋ] n.游泳；目眩 adj.游泳的；游泳用的；善于游泳的；晕眩的 v.游泳；漂浮；旋转（swim的ing形式）

5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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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70 target 1 n.目标，指标；（攻击的）对象；靶子 v.把...作为目标；面向，对准（某群体） n.（Target）美国塔吉特公司

571 temporary 2 ['tempərəri] adj.暂时的，临时的 n.临时工，临时雇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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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3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574 terrain 1 [te'rein, tə-, 'terein] n.[地理]地形，地势；领域；地带

575 terrorism 1 ['terərizəm] n.恐怖主义；恐怖行动；恐怖统治

576 texan 1 ['teksən] adj.得克萨斯州的；德克萨斯州人的 n.得克萨斯州的人

577 texas 2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578 textbook 1 ['tekstbuk] n.教科书，课本

5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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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0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581 thankfully 1 ['θæŋkfulli] adv.感谢地；感激地

582 that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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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3 the 9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84 their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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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5 them 5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586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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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8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89 they 8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90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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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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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3 this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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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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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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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6 thousands 4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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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8 throu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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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9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600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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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1 to 4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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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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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3 too 5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604 took 2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605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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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6 topic 1 ['tɔpik] n.主题（等于theme）；题目；一般规则；总论

607 tornadoes 1 英 [tɔː 'neɪdəʊ] 美 [tɔː r'neɪdoʊ] n. 龙卷风；飓风；旋风

608 tour 1 [tuə] n.旅游，旅行；巡回演出 vt.旅行，在……旅游；在……作巡回演出 vi.旅行，旅游；作巡回演出 n.(Tour)人名；(瑞
典)托尔；(英)图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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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0 track 1 [træk] n.轨道；足迹，踪迹；小道 vt.追踪；通过；循路而行；用纤拉 vi.追踪；走；留下足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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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2 translated 2 [træns'leɪt] v. 翻译；解释；转移；调动

613 transportation 1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
614 treated 1 [triː tɪd] v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 vbl. 对待；招待；治疗

6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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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6 tremendous 1 adj.极大的，巨大的；惊人的；极好的

617 trie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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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18 trip 1 [trip] vi.绊倒；远足；犯错误；轻快地走 n.旅行；绊倒；差错 vt.绊倒；使犯错 n.(Trip)人名；(荷)特里普

619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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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1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622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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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4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625 under 4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626 underlies 1 英 [ˌʌndə'laɪ] 美 [ˌʌndər'laɪ] v. 位于 ... 之下；成为 ... 的基础；[经]优先于

627 unidentified 6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628 union 2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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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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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1 unprecedented 1 [,ʌn'presidəntid] adj.空前的；无前例的

632 up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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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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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4 valleys 1 ['væli] n. 山谷；溪谷；流域

635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636 Venezuela 1 [,veni'zweilə] n.委内瑞拉

6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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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8 video 6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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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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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1 visit 2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642 wading 1 ['weidiŋ] adj.涉水的 v.涉水（wade的ing形式）；艰难地通过

643 wages 2 ['weɪdʒɪz] n. 工资；报酬；代价 名词wage的复数；动词wag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6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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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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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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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7 was 1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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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9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
650 watches 1 英 [wɒtʃ] 美 [wɑ tːʃ] v. 注视；看守；观看 n. 手表；监视；看守；值班

651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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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52 wate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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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3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654 waterway 1 ['wɔ:təwei, 'wɔ-] n.航道；水路；排水沟

655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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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6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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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7 weather 1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658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659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660 wendy 3 ['wendi] n.温迪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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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2 we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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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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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4 when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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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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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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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7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668 whil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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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9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670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671 wildlife 2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672 will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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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3 Wilson 1 ['wilsən] n.威尔逊（姓氏）

674 winds 1 ['waɪndz] [ win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6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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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6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77 wor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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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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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9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680 worried 1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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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2 ya 1 ['jə] abbr.年轻人（youngadult）；偏航轴（yawaxis） n.(Ya)人名；(缅、柬、刚(金))亚；(日)矢(名)

683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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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5 you 5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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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7 zimbabwe 1 [zim'bɑ:bwei; -wi] n.津巴布韦（国家名，位于非洲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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