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9-03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out 1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2 achievement 1 n.成就；完成；达到；成绩

3 acres 1 ['eɪkəs] n. 土地；耕地；地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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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6 after 4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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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irport 1 ['εəpɔ:t] n.机场；航空站

9 alive 1 [ə'laiv] adj.活着的；活泼的；有生气的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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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llowing 1 [ə'laʊ] vt. 允许；让某人得到；留出；同意（法律） vi. (for)考虑到；允许

12 almost 5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3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14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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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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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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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9 amounts 1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
20 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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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cient 1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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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partments 1 公寓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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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7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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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rtistry 1 ['ɑ:tistri] n.艺术性；工艺；艺术技巧；艺术效果；艺术工作

30 artists 1 英 ['a:tists] 美 ['ɑ:tists] n. 艺术家（名词artist的复数形式）

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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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ssessment 1 [ə'sesmənt] n.评定；估价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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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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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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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audio 1 ['ɔ:diəu] adj.声音的；[声]音频的，[声]声频的

36 August 1 ['ɔː gəst] adj.威严的；令人敬畏的 n.八月（简写为Aug） n.(August)人名；(法、葡、西、俄、罗、英、德、瑞典、挪)奥
古斯特

37 baby 1 ['beibi] n.婴儿，婴孩；孩子气的人 vt.纵容，娇纵；把……当婴儿般对待 adj.婴儿的；幼小的 n.(Baby)人名；(法、葡)巴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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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baggage 1 ['bægidʒ] n.行李；[交]辎重（军队的）

40 barbican 1 ['bɑ:bikən] n.外堡；枪眼；碉堡或其他类似的防御工事

41 bark 2 [bɑ:k] n.树皮；深青棕色；毛皮；皮肤；狗叫 vt.狗叫；尖叫；剥皮 n.(Bark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捷、法、芬、瑞典)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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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；(阿拉伯、俄)巴尔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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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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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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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eetle 1 ['bi:tl] vi.急忙来回；突出 vt.用槌打 n.甲虫；大槌 n.(Beetle)人名；(英)比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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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begin 2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49 bill 1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
50 blame 1 ['bleim] vt.责备；归咎于 n.责备；责任；过失

51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
52 blazes 1 ['bleiziz] n.火焰；地狱 v.燃烧（blaz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53 boat 1 [bəut] n.小船；轮船 vi.划船

54 Borden 2 n.鲍敦（人名）；波登（美国公司名）

55 boroughs 1 n.（尤指大伦敦的）行政区( borough的名词复数 ); 议会中有代表的市镇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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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breaking 1 ['breikiŋ] n.破坏；阻断 v.破坏（break的ing形式）

58 bridge 1 [bridʒ] n.桥；桥牌；桥接器；船桥 vt.架桥；渡过 n.(Bridge)人名；(英)布里奇

59 brigham 1 n.布里格姆（男子名）

60 bringing 1 [briŋ] vt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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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62 brown 1 [braun] adj.棕色的，褐色的；太阳晒黑的 vi.变成褐色 n.褐色，棕色 vt.使变成褐色 n.(Brown)人名；(英、意、芬、捷、
德、法、西、葡)布朗

63 brush 1 n.刷子；画笔；毛笔；争吵；与某人有效冲突；灌木丛地带；矮树丛；狐狸尾巴 vt.刷；画； vi.刷；擦过；掠过；（经
过时）轻触

64 build 3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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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burn 1 [bə:n] vt.燃烧；烧毁，灼伤；激起…的愤怒 vi.燃烧；烧毁；发热 n.灼伤，烧伤；烙印 n.(Burn)人名；(英)伯恩

67 burned 2 [bə:nd] adj.焦头烂额 v.[外科]烧伤（burn的过去式）

68 bus 1 [bʌs] n.公共汽车 乘公共汽车

69 b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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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by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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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California 3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72 c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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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amelot 1 ['kæmilɔt] n.卡米洛特（英国传说中亚瑟王的宫殿所在之地）

74 can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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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76 careful 1 ['kεəful] adj.仔细的，小心的

77 Carl 2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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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cars 3 英 [kɑ:z] 美 [kɑ:rz] n. 汽车；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.

80 carve 1 [kɑ:v] vt.雕刻；切开；开创 vi.切开；做雕刻工作 n.(Carve)人名；(西、瑞典)卡韦

81 castle 4 ['kɑ:sl, 'kæ-] n.城堡；象棋中的车 vt.置…于城堡中；筑城堡防御 n.(Castle)人名；(英)卡斯尔

82 castles 2 英 ['kɑːsl] 美 ['kæsl] n. 城堡 v. 置于城堡中；(棋)移动王车易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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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85 caused 2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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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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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CEO 1 abbr.首席执行官；执行总裁（chiefexecutiveofficer）

89 Cherokee 3 [,tʃerə'ki:] n.彻罗基族人（北美印第安人之一族）

90 Christ 1 [kraist] n.基督；救世主 int.天啊！

91 christy 1 挪威式转弯 n.(Christy)人名；(英)克里斯蒂，克丽丝蒂(女名)(教名Christian、Christabel的昵称)

92 city 4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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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clay 1 [klei] n.[土壤]粘土；泥土；肉体；似黏土的东西 vt.用黏土处理 n.(Cl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意、葡)克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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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clock 1 [klɔk] n.时钟；计时器 vt.记录；记时 vi.打卡；记录时间 n.(Clock)人名；(英)克洛克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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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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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coastal 1 ['kəustəl] adj.沿海的；海岸的

100 coated 1 ['kəutid] adj.上涂料的，上胶的；穿外套的，覆盖着的 v.外面覆盖（coat的过去分词）

101 com 1 abbr.组件对象模型（ComponentObjectModel）；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（Computer-OutputMicrofilm）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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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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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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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compare 1 n.比较 vt.比拟，喻为；[语]构成 vi.相比，匹敌；比较，区别；比拟（常与to连用） n.(Compare)人名；(意)孔帕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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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complex 2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109 concentration 1 [,kɔnsən'treiʃən] n.浓度；集中；浓缩；专心；集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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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cones 1 英 [kəʊnz] 美 [koʊnz] n. (人眼)圆锥细胞；(圆)锥体 名词cone的复数形式.

112 confirmed 1 [kən'fə:md] adj.确认的；保兑的；坚定的；惯常的 v.确证；使坚定（confirm的过去分词）；批准

113 Connecticut 2 n.美国康涅狄格州（位于美国东北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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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contender 1 [kən'tendə] n.竞争者；争夺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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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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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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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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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cow 1 [kau] n.奶牛，母牛；母兽 vt.威胁，恐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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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123 crews 2 [kru ]ː n. 全体船员；全体乘务员；(一组)工作人员；划艇队员 v. 当船员；当机务人员

124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125 daughter 1 ['dɔ:tə] n.女儿；[遗][农学]子代 adj.女儿的；子代的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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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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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dead 1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
129 deadly 1 ['dedli] adj.致命的；非常的；死一般的 adv.非常；如死一般地

130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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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deaths 2 ['deθs] 死亡人口

132 deblasio 1 n. 德布拉西奥

133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
134 declared 2 [di'klεəd] adj.公然的；公开宣布的

135 declaring 1 [dɪk'leərɪŋ] n. 声明；宣告 动词decla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36 Denmark 1 ['denma:k] n.丹麦（欧洲国家）

137 depends 1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
138 despite 1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
139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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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details 1 n.细节（detail的复数）；详细资料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三单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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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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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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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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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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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draw 1 [drɔ:] vt.画；拉；吸引 vi.拉；拖 n.平局；抽签 n.(Draw)人名；(英)德劳

148 drought 1 [draut] n.干旱；缺乏 n.(Drought)人名；(英)德劳特

149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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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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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emergency 5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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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enemy 1 ['enimi] n.敌人，仇敌；敌军 adj.敌人的，敌方的

155 enrich 1 [in'ritʃ] vt.使充实；使肥沃；使富足 n.(Enrich)人名；(西)恩里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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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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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59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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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e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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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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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everything 2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165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166 extreme 2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
167 facility 1 [fə'siliti] n.设施；设备；容易；灵巧

168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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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far 1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171 feet 2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
172 f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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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female 1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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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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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 field 1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176 fifth 1 [fifθ] adj.第五的；五分之一的 n.第五；五分之一 num.第五

177 filling 2 ['filiŋ] n.填充；填料 v.填满；遍及（fill的ing形式） n.(Filling)人名；(瑞典)菲林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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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finally 1 ['fainəli] adv.最后；终于；决定性地

180 finding 1 ['faindiŋ] n.发现；裁决；发现物 v.找到；感到（find的ing形式）；遇到

181 fire 13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
开枪；激动；烧火

182 fires 1 [fɑɪrs] n. 火力 名词fire的复数形式.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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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fi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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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flare 1 vt.使闪耀；使张开；用发光信号发出；使外倾 vi.闪耀，闪光；燃烧；突然发怒 n.加剧，恶化；底部展开；（鼻孔）张
开的意思；闪光，闪耀；耀斑；爆发；照明弹

186 flas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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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floats 1 英 [fləʊts] 美 [floʊts] n. 漂浮物；花车 名词float的复数形式.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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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flooded 1 adj. 充满的，充斥的；浸没的，淹没的；灌溉的 v. 淹没，发生水灾（动词floo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90 flooding 7 ['flʌdiŋ] n.泛滥；产后出血

191 floods 1 [flʌd] v. 淹没；充满 n. 洪水

192 flowing 1 ['fləuiŋ] adj.流动的；平滑的；上涨的 v.流动；起源；上涨（flow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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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forc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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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forecasters 1 n.预报员( forecaster的名词复数 )

196 forest 1 ['fɔrist] vt.植树于，使成为森林 n.森林 n.(Forest)人名；(法)福雷；(英、西)福雷斯特

197 forests 1 英 ['fɒrɪst] 美 ['fɔː rɪst] n. 森林；林火 vt. (用树林)覆盖；置于(树林中)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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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forward 1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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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202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03 fuel 1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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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gap 1 n.间隙；缺口；差距；分歧 vi.裂开 vt.使形成缺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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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208 germinate 1 ['dʒə:mineit] vt.使发芽；使生长 vi.发芽；生长

209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10 giant 8 ['dʒaiənt] n.巨人；伟人；[动]巨大的动物 adj.巨大的；巨人般的

211 giants 1 ['dʒaɪənts] n. 巨人；巨物；伟人 名词giant的复数形式.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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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glue 1 [glu:] vt.粘合；似胶般固着于 n.胶；各种胶合物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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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5 goat 1 [gəut] n.山羊；替罪羊（美俚）；色鬼（美俚）

216 go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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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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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218 governor 2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
219 governors 1 调速器

220 grand 1 [grænd] adj.宏伟的；豪华的；极重要的 n.大钢琴；一千美元 n.(Grand)人名；(法)格朗；(英、瑞典)格兰德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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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grounded 1 adj.理性的；理智的；接触地面的 v.停（ground的过去式）；触地

223 Groves 1 [grəuvz] n.格罗夫斯（男子名）（女子名）或（姓氏）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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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5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226 gulf 1 [gʌlf] n.海湾；深渊；分歧；漩涡 vt.吞没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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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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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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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231 ha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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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hassle 1 ['hæsl] vt.找麻烦，搅扰；与…争辩；使…烦恼 n.困难，麻烦；激战 vi.争论，争辩 n.(Hassle)人名；(瑞典)哈斯勒

233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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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Hawaii 1 [hə'waii:] n.夏威夷岛；夏威夷（美国州名）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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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237 heard 3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238 hearing 1 ['hiəriŋ] n.听力；审讯，听讯 v.听见（hear的ing形式） n.(Hearing)人名；(英)希尔林

239 heartbreaking 1 ['hɑ:t,breikiŋ] adj.悲伤或失望到难忍程度的；令人悲伤的 v.使…心碎（heartbreak的ing形式）

240 heav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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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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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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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helps 2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44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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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247 highways 1 ['haɪweɪz] 高速公路

248 hiked 1 [haɪk] n. 徒步旅行；远足；涨价 vi. 远足；提高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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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hodder 3 n. 霍德

251 holiday 1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
252 holy 1 [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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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ho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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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home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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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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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hours 2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257 house 1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258 how 4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259 hurricane 5 ['hʌrikən] n.飓风，暴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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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Ida 4 ['aidə] n.艾达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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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impacts 1 ['ɪmpækt] n. 影响；冲击力；撞击 vt. 挤入；压紧；撞击；对 ... 发生影响 vi. 冲击；撞击；产生影响

263 in 37 [in] prep.按照（表示方式）；从事于；在…之内 adv.进入；当选；（服装等）时髦；在屋里 adj.在里面的；时髦的 n.执政
者；门路；知情者 n.(In)人名；(中)演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殷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因；(日)寅(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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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inches 2 [ɪntʃ] n. 英寸；少量 v. 慢慢移动 （复）inches: 身高.

266 incinerated 1 [ɪn'sɪnəreɪt] v. 焚化(废物)；烧成灰；火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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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inject 1 [in'dʒekt] vt.注入；注射

269 intense 2 [in'tens] adj.强烈的；紧张的；非常的；热情的

270 int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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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is 1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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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issue 1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
274 it 21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
性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.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，表示天气、时日、距离、状态、温度等等 abbr.信息技术
informationtechnology

275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76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277 jersey 6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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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jus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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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kathy 1 ['kæθi] n.凯西（女子名，等于Katherine）

281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282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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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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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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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know 3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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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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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landfall 2 ['lændfɔ:l] n.着陆；[水运]初见陆地；到达陆地

290 language 1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291 largest 2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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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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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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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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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298 league 3 [li:g] n.联盟；社团；范畴 vt.使…结盟；与…联合 vi.团结；结盟 n.(League)人名；(英)利格

299 least 2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300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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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303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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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4 lightening 1 v.减轻（lighten的ing形式）；发光 n.孕腹轻松

305 lightning 1 adj.闪电的；快速的 n.闪电 vi.闪电

306 lik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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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literally 1 adv.照字面地；逐字地；不夸张地；正确地；简直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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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lived 1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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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312 longevity 1 [lɔn'dʒevəti] n.长寿，长命；寿命

313 look 2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
(英)卢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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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loss 1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
316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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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Louisiana 2 [lu:,i:zi'ænə] n.美国路易斯安那州

319 mad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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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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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mal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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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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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Maryland 2 ['mεərilænd] n.马里兰（美国州名）

324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325 mature 1 [mə'tjuə] adj.成熟的；充分考虑的；到期的；成年人的 vi.成熟；到期 vt.使…成熟；使…长成；慎重作出

326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327 mayor 3 ['mεə] n.市长 n.(Mayor)人名；(英)梅厄；(法、西、俄)马约尔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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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measuring 1 ['meʒəriŋ] n.测量；衡量 v.测量（measure的ing形式） adj.测量用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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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medicines 1 ['medsnz] 药品

332 mention 1 ['menʃən] vt.提到，谈到；提及，论及；说起 n.提及，说起 n.(Mention)人名；(法)芒雄

333 meteorologists 1 n.气象学( meteorology的名词复数 )

334 Mexico 1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335 mid 1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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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Mississippi 1 [ˌmisi̍ sipi] n.密西西比河（美国河流，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）；密西西比州（美国州名）

338 moisture 1 ['mɔistʃə] n.水分；湿度；潮湿；降雨量

339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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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morning 1 ['mɔ:niŋ] n.早晨；黎明；初期

342 mortality 1 [mɔ:'tæləti] n.死亡数，死亡率；必死性，必死的命运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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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mountain 1 [ˈmauntin，ˈmaʊntən] n.山；山脉 n.(Mountain)人名；(英)芒廷

345 Mountains 3 ['mauntins] n.山脉；[地理]山区；山岳（mountain的复数）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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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multiple 2 ['mʌltipl] adj.多重的；多样的；许多的 n.倍数；[电]并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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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8 my 1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349 namesake 1 ['neimseik] n.名义；同名物；同名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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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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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naturally 1 ['nætʃərəli] adv.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

353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354 Nevada 4 [ni'vædə; -'vɑ:-] n.内华达（美国州名）

355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56 new 18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357 Newark 2 ['nju:ək] n.纽瓦克市（美国新泽西州港市）

358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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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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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northeast 3 [,nɔ:θ'i:st] adj.东北的；向东北的；来自东北的 n.东北 adv.向东北；来自东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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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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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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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of 4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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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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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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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on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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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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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onto 1 ['ɔntu, -tə] prep.在…之上；对…了解；映射到…上 adj.映射的；自身的；映成的

373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374 o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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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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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377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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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outside 2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3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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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overflowing 1 英 [əʊvə'fləʊɪŋ] 美 [oʊvə'floʊɪŋ] n. 溢出物；溢流 adj. 充沛的；充满的 动词overflow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81 owned 1 [əund] v.拥有；承认（own的过去分词） adj.自身拥有的
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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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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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parts 2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385 passengers 2 旅客

386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
387 Pennsylvania 2 [,pensil'veinjə] n.宾夕法尼亚州（美国州名）

388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89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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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person 1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
391 Philadelphia 1 [,filə'delfjə; -fiə] n.费城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港市）

392 Pittsburgh 1 ['pitsbə:g] n.匹兹堡（美国一座城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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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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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95 port 1 [pɔ:t, pəut] n.港口，口岸；（计算机的）端口；左舷；舱门 vi.转向左舷 vt.持（枪）；左转舵 n.(Port)人名；(英)波特；(法)
波尔；(德、俄、匈、捷)波尔特

396 possible 3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397 potentially 1 [pə'tenʃəli] adv.可能地，潜在地

398 predicted 1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
3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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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pressing 1 ['presiŋ] n.压；冲压件 adj.紧迫的；迫切的；恳切的 v.压；按；熨烫衣物（press的ing形式） n.(Pressing)人名；(德)普
雷辛

4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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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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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pulling 1 ['pʊlɪŋ] 动词pull的现在分词形式

404 pummeling 1 ['pʌml] v. 猛击；(用拳)接连地打；打击

405 quick 1 [kwik] n.核心；伤口的嫩肉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，敏捷的；灵敏的 adv.迅速地，快 n.(Qui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芬)奎
克

406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407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408 rai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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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rainfall 3 ['reinfɔ:l] n.降雨；降雨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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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rampantly 1 adv.猖獗地；粗暴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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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range 1 n.范围；幅度；排；山脉 vi.（在...内）变动；平行，列为一行；延伸；漫游；射程达到 vt.漫游；放牧；使并列；归类
于；来回走动

414 ranger 2 ['reindʒə] n.突击队员；漫游者；骑警；别动队员 n.(Ranger)人名；(英)兰杰；(法)朗热

415 rapidly 1 ['ræpid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；立即

416 rapped 1 [ræp] n. 轻敲；拍击；责骂；厉声说出；说唱音乐；谈话；最少量 vi. 轻敲；表演说唱音乐；畅谈

417 rattling 1 ['rætliŋ] adj.很好的；活泼的；卡嗒卡嗒的 adv.很；非常；极佳 v.使发出嘎嘎声（rattle的ing形式）

418 re 4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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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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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recor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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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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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424 redwoods 3 n.（美国加州产的高大的）红杉( redwood的名词复数 )

425 region 2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426 remained 1 [rɪ'meɪn] v. 剩余；逗留；留下；依然；保持 n. 剩余物；遗迹；残骸

427 remnants 2 ['remnənts] 余料

428 repaired 1 英 [rɪ'peə(r)] 美 [rɪ'per] v. 修理；修补；补救；赴；去 n. 修理；修补；补救；维修工作；维修状态

429 replaced 1 [rɪ'pleɪsd] adj. 被替换的 动词re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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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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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2 rescues 1 ['reskju ]ː vt. 营救；援救 n. 营救；救援

433 rescuing 1 ['reskju ]ː vt. 营救；援救 n. 营救；救援

434 residents 1 ['rezɪdənts] 居民

435 resilient 1 adj.弹回的，有弹力的；能复原的；可迅速恢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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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6 responder 1 [ri'spɔndə] n.响应器；回答者

437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438 returning 1 v.归还，[计]返回，回复（return的ing形式） n.回归

439 riders 1 Riders of the Purple Sage 《紫艾灌丛中的骑士们》

440 ri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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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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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roads 1 n. 路；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. 罗兹(姓氏)

443 Rome 1 [rəum] n.罗马（意大利首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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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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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6 rushing 1 ['rʌʃiŋ] adj.急流的；旺盛的 n.社交活动 v.猛冲；催促；急速行进（rush的ing形式） n.(Rushing)人名；(英)拉欣

447 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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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9 said 3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
拉伯)赛义德

450 Sam 1 n.萨姆（男子名）

451 sand 3 [sænd] n.沙；沙地；沙洲；沙滩；沙子 vt.撒沙于；以沙掩盖；用砂纸等擦平或磨光某物；使撒沙似地布满；给…掺沙子
vi.被沙堵塞 n.(S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意、芬、罗、捷、挪)桑德；(瑞典)桑德；(法)桑

452 sandcastle 2 英 ['sændkɑːsl] 美 ['sændkæsl] n. 沙塔；沙堡；赘物

453 sandcastles 1 沙堡（sandcastle的复数）

454 save 3 vt.节省；保存；储蓄；解救 vi.节省；挽救 prep.除...之外 n.救援 n.(Save)人名；(法)萨夫；(意、保、西、罗、塞、瑞典)
萨薇(女名)，萨韦

4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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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6 scaffolding 1 ['skæfəldiŋ, -fəu-] n.脚手架；搭脚手架的材料

457 scale 1 [skeil] n.规模；比例；鳞；刻度；天平；数值范围 vi.衡量；攀登；剥落；生水垢 vt.测量；攀登；刮鳞；依比例决定 n.
(Scale)人名；(意)斯卡莱

458 scene 1 [si:n] n.场面；情景；景象；事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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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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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1 scorching 1 ['skɔ:tʃiŋ] adj.灼热的；激烈的；讽刺的；过早硫化的 v.把…烧焦；严厉批评；切割；过早硫化（scorch的ing形式）

4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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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see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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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4 seeds 1 [siː dz] n. 籽 名词seed的复数形式. 动词s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465 see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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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66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467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468 sequoia 7 [si'kwɔiə] n.红杉（产于美国加州）

469 sequoias 6 n.水杉; 美洲杉（sequoia的复数形式）

470 sequoya 2 n.(Sequoya)人名；(英)塞阔亚

471 service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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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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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3 several 3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474 severe 2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475 severely 1 [si'viəli] adv.严重地；严格地，严厉地；纯朴地

476 Sherman 1 ['ʃə:mən] n.谢尔曼（男子名）

477 shock 1 [ʃɔk] n.休克；震惊；震动；打击；禾束堆 vt.使休克；使震惊；使震动；使受电击；把…堆成禾束堆 vi.感到震惊；受到
震动；堆成禾束堆 adj.浓密的；蓬乱的 n.(Shock)人名；(英)肖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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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8 shocking 1 ['ʃɔkiŋ] adj.令人震惊的；可怕的，令人厌恶的；糟糕的 v.感到震惊；震动；冲突（shock的ing形式）

479 shoots 1 [ʃu tːs] n. 嫩枝 名词shoot的复数形式.

4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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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1 sierra 5 [si'εərə] n.[地理]锯齿山脊；呈齿状起伏的山脉 n.(Sierra)人名；(意、西)谢拉；(英)西拉

482 sightings 1 n.照准，观察，视线( sighting的名词复数 )

483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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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5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486 s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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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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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9 some 4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
>稍微

4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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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spe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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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2 spire 1 ['spaiə] n.[建]尖顶；尖塔；螺旋 vi.螺旋形上升 vt.给…加塔尖 n.(Spire)人名；(德)施皮雷；(法)斯皮尔

493 sprouted 1 [sprɑʊtɪd] adj. 萌芽的；发了芽的

494 square 1 [skwεə] adj.平方的；正方形的；直角的；正直的 vt.使成方形；与…一致 vi.一致；成方形 n.平方；广场；正方形 adv.成
直角地

495 stabilized 1 [s'teɪbəlaɪzd] adj. 稳定的 动词stabil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96 stag 1 [stæg] n.牡鹿；不带女伴的舞客；阉割过的雄鹿 adj.全是男人的 vi.不带女伴参加晚会 n.(Stag)人名；(英)斯塔格；(瑞典)斯
塔格

497 stairs 1 [steəz] n. 楼梯

4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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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9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500 started 3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01 state 3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502 State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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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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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4 status 1 n.地位；状态；情形；重要身份

505 st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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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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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7 storm 4 [stɔ:m] n.暴风雨；大动荡 vi.起风暴；横冲直撞；狂怒咆哮 vt.猛攻；怒骂 n.(Storm)人名；(瑞典)斯托姆；(德)施托姆；
(英、西、芬)斯托姆

508 stranded 2 ['strændid] adj.搁浅的；陷于困境的；有…股的（常用来构成复合词） v.搁浅（stra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09 streets 1 [st'riː ts] 街道

510 strike 1 [straik] vi.打，打击；罢工；敲，敲击；抓；打动；穿透 vt.打，击；罢工；撞击，冲击；侵袭；打动；到达 n.罢工；打
击；殴打 n.(Strike)人名；(英)斯特赖克

5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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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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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3 subject 1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
514 subscribed 1 [səb'skraɪb] vt. 订阅；签名；支持；捐赠；同意

515 subway 3 ['sʌbwei] n.地铁；地道 vi.乘地铁

516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517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518 surprised 1 [sə'praizd] adj.感到惊讶的，出人意料的 v.使惊奇（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519 survive 1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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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0 susceptible 1 [sə'septəbl] adj.易受影响的；易感动的；容许…的 n.易得病的人

521 suspend 1 [sə'spend] vt.延缓，推迟；使暂停；使悬浮 vi.悬浮；禁赛

522 syllabary 1 ['siləbəri] n.音节表；假名表

523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524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
525 talent 1 ['tælənt] n.才能；天才；天资

526 tall 1 [tɔ:l] adj.高的；长的；过分的；夸大的 adv.夸大地 n.(Tall)人名；(马里、阿拉伯)塔勒；(芬、罗、瑞典)塔尔；(英)托尔；
(土)塔勒

527 tallest 1 ['tɔː lɪst] adj. 最高的

528 tearing 1 ['tɛəriŋ] adj.撕裂的；痛苦的；猛烈的 v.撕开；裂开（tear的ing形式）

529 temporarily 1 ['tempərərili, ,tempə'rεə-] adv.临时地，临时

5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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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1 that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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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2 the 8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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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4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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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6 there 4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37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38 they 5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39 thick 1 [θik] n.最拥挤部分；活动最多部分；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.厚的；浓的；粗大的 adv.密集地；浓浓地，厚厚地 n.
(Thick)人名；(英)西克

540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541 this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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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2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543 thousands 2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544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545 threatening 1 ['θretəniŋ] adj.危险的；胁迫的；凶兆的 v.威胁；恐吓；迫近（threaten的ing形式）

5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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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7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548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549 tim 1 [tim] n.蒂姆（男子名）

5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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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1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552 to 3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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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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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4 tons 1 [tʌnz] ad. [口]极其；非常

555 too 3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556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557 toothpicks 1 nickname given early settlers of Arkansas who were believed to pick their teeth with owie knives 牙签,那些到阿肯色州被
认为用刀子剔牙的早期殖民者

558 tornado 1 [tɔ:'neidəu] n.[气象]龙卷风；旋风；暴风；大雷雨 n.(Tornado)人名；(西)托纳多

559 tornadoes 2 英 [tɔː 'neɪdəʊ] 美 [tɔː r'neɪdoʊ] n. 龙卷风；飓风；旋风

560 torrential 2 [tɔ'renʃəl, tɔ:-, tə-] adj.猛烈的，汹涌的；奔流的

561 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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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3 tower 1 ['tauə] n.塔；高楼；堡垒 vi.高耸；超越 n.(Tower)人名；(英)托尔

564 towering 2 ['tauəriŋ] adj.高耸的；卓越的；激烈的 v.高翔（tower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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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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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7 tracks 1 [t'ræks] n. 轨道；跑道；踪迹；小路；乐曲（名词track的复数） v. 追踪；跟踪（动词track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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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9 trapped 1 [træpt] adj. 陷入困境的；受到限制的 动词tra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570 tree 4 [tri:] n.树；木料；树状物 vt.把...赶上树 vi.爬上树；逃上树 n.(Tree)人名；(英)特里

571 tree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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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2 trial 1 ['traiəl] n.试验；审讯；努力；磨炼 adj.试验的；审讯的 n.(Trial)人名；(法)特里亚尔

573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74 troubling 1 adj.令人不安的;令人烦恼的

575 trunks 1 [trʌnks] n. 男用运动裤；游泳裤 名词trunk的复数形式.

576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577 turning 1 ['tə:niŋ] n.转向；旋转；回转；转弯处 v.旋转（turn的ing形式）

578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579 unidentified 18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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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1 unleashing 1 [ʌn'liː ʃ] v. 解开 ... 的皮带；解除 ... 的束缚；释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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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3 up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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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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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5 urging 1 [ɜːdgɪŋ] adj. 催促的；紧迫的 动词urge的现在分词.

586 us 2 pron.我们

5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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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8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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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0 vide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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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1 village 1 ['vilidʒ] n.村庄；村民；（动物的）群落

592 wake 1 vi.醒来；唤醒；警觉 vt.叫醒；激发 n.尾迹；守夜；守丧 n.(Wake)人名；(英)韦克

593 walls 1 ['wɔː lz] n. 墙壁

594 warned 1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595 was 1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96 wasn 2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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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8 wate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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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9 waterfalls 1 ['wɒtɚ] n. 悬瀑；瀑布 名词waterfall的复数形式.

600 Waters 2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6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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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2 w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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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3 weakened 2 ['wiː kən] v. 使 ... 弱，削弱； 变弱； 弄淡

604 weather 3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605 Wednesday 2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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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7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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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8 w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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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9 whatever 1 [hwɔt'evə, 'hwət-] adj.不管什么样的 pron.无论什么；诸如此类 conj.无论什么

610 whe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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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1 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612 whew 1 [hwju:] int.哟！；唷！（表示惊讶、失望、厌恶等）

613 which 4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614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615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616 wildfire 1 ['waildfaiə] n.火灾；磷火，鬼火；散布极快的事物

617 wildfires 1 n. 野火（wildfire复数）；大火灾；鬼火；古时攻打敌船所用的燃料剂

618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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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9 winds 1 ['waɪndz] [ win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620 winter 1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
温特

621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622 wooden 1 ['wudən] adj.木制的；僵硬的，呆板的

623 worked 1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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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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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6 world 4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627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
628 would 4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629 write 2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630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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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2 yet 2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633 York 1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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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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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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