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9-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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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3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4 actually 4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5 advantage 1 [əd'vɑ:ntidʒ, əd'væn-] n.优势；利益；有利条件 vi.获利 vt.有利于；使处于优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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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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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irbags 1 安全气囊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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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irplane 1 ['εəplein] n.飞机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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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long 2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13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4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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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7 analysts 1 ['ænəlɪsts] n. 分析员 名词analyst的复数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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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nd 3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0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21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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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23 an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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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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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ren 1 阿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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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s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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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29 ask 2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30 assess 1 [ə'ses] vt.评定；估价；对…征税

31 assessing 1 [ə'ses] v. 评定；评估；估算

32 at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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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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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ustralia 4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35 auto 5 ['ɔ:təu] n.汽车（等于automobile）；自动 vi.乘汽车 n.(Auto)人名；(葡)奥托

36 automakers 1 n.汽车制造商（automaker的复数）

37 automatic 1 [,ɔ:tə'mætik] adj.自动的；无意识的；必然的 n.自动机械；自动手枪

38 automotive 2 [,ɔ:təu'məutiv] adj.汽车的；自动的

39 average 2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40 award 1 [ə'wɔ:d] vt.授予；判定 n.奖品；判决

41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42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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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basketball 1 ['bɑ:skitbɔ:l, 'bæs-] n.篮球；篮球运动

44 be 7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5 because 4 [bi'kɔz] conj.因为

46 bedroom 1 ['bedru(:)m] n.卧室 adj.两性关系的；城郊住宅区的

47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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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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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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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biden 3 n. 拜登(姓氏)

53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54 blamed 1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
55 block 1 n.块；街区；大厦；障碍物 vt.阻止；阻塞；限制；封盖 adj.成批的，大块的；交通堵塞的 n.(Blo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芬、罗)布洛克

56 bolden 6 博尔登；博登

57 bone 1 [英[bəʊn] 美[bon]] n.骨；骨骼 vt.剔去...的骨；施骨肥于 vi.苦学；专心致志 n.(Bone)人名；(英)博恩；(法、西、罗、塞)博
内；(老)奔

58 bones 3 英 [bəʊnz] 美 [boʊnz] n. 骨骼 名词bone的复数形式.

59 book 1 n.书籍；卷；账簿；名册；工作簿 vt.预订；登记 n.(Book)人名；(中)卜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朝)北；(英)布克；(瑞典)博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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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bu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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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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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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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can 5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的）食品罐头

65 capacity 3 [kə'pæsəti] n.能力；容量；资格，地位；生产力

66 car 6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67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68 carmaker 3 ['kɑ:,meikə] n.汽车制造商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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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
71 cars 4 英 [kɑ:z] 美 [kɑ:rz] n. 汽车；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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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atching 1 ['kætʃiŋ] adj.传染性的；有魅力的 v.抓住（catch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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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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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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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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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heryl 1 ['ʃeril] n.谢丽尔（女子名）

79 children 2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80 chip 9 vt.削，凿；削成碎片 vi.剥落；碎裂 n.[电子]芯片；筹码；碎片；(食物的)小片;薄片

81 chip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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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2 cited 1 [saɪt] vt. 引用；传讯；表扬；举(例)

83 clearing 1 ['kliəriŋ] n.结算；空地；清扫 v.澄清；放晴（clear的ing形式）

84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85 clip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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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cnn 7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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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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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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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9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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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92 complicated 1 ['kɔmplikeitid] adj.难懂的，复杂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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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conductor 1 [kən'dʌktə] n.导体；售票员；领导者；管理人

95 conductors 2 [kən'dʌktəz] 列车乘务人员

96 congress 1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
97 Connecticut 1 n.美国康涅狄格州（位于美国东北部）

98 considering 2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
99 contract 1 ['kɔntrækt, kən'trækt] vi.收缩；感染；订约 vt.感染；订约；使缩短 n.合同；婚约

100 cooper 1 ['ku:pə] vi.箍桶；修桶 n.制桶工人；修桶匠 vt.箍桶；制桶 n.(Cooper)人名；(英、西)库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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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copycats 1 英 ['kɒpikæt] 美 ['kɑːpikæt] n. 盲目的模仿者；山寨 adj. 模仿的 v. 盲目模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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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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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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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court 1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(法)库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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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109 creek 1 [kri:k] n.小溪；小湾

110 crew 1 [kru:] n.队，组；全体人员，全体船员 vi.一起工作 vt.使当船员 n.(Crew)人名；(英、西)克鲁

111 critic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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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13 crunch 2 [krʌntʃ] n.咬碎，咬碎声；扎扎地踏 vt.压碎；嘎扎嘎扎的咬嚼；扎扎地踏过 vi.嘎吱作响地咀嚼；嘎吱嘎吱地踏过

114 curator 1 [kjuə'reitə] n.馆长；监护人；管理者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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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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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cutting 1 ['kʌtiŋ] n.[机]切断；剪辑；开凿 adj.锋利的；严寒的；尖酸刻薄的 v.削减（cut的ing形式）；采伐；切开 n.(Cutting)人
名；(英)卡廷

118 damage 3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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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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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deaths 2 ['deθs] 死亡人口

122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
123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24 delay 1 [di'lei] vi.延期；耽搁 vt.延期；耽搁 n.延期；耽搁；被耽搁或推迟的时间 n.(Delay)人名；(英)迪莱；(法)德莱

125 dema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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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despite 2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
127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28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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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digital 1 ['didʒitəl] adj.数字的；手指的 n.数字；键

131 dimensional 1 [di'menʃənəl, dai-] adj.空间的；尺寸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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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 dinosaur 5 ['dainəsɔ:] n.恐龙；过时、落伍的人或事物

133 dinosaurs 1 ['daɪnəsɔː z] n. 恐龙 名词dinosaur的复数形式.

134 diplomatic 1 [,diplə'mætik] adj.外交的；外交上的；老练的

135 disaster 1 [,di'zɑ:stə] n.灾难，灾祸；不幸

136 disclaimer 1 [dis'kleimə] n.不承诺，免责声明；放弃，拒绝

137 discovered 1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
138 discovery 1 [dis'kʌvəri] n.发现，发觉；被发现的事物

139 disrupts 1 [dɪs'rʌpt] vt. 干扰；打断；妨碍；使分裂；使破裂

140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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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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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4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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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driver 1 [draivə] n.驾驶员；驱动程序；起子；传动器 n.(Driver)人名；(德)德里弗；(英)德赖弗

147 dry 1 [drai] adj.干的；口渴的；枯燥无味的；禁酒的 vt.把…弄干 vi.变干 n.干涸 n.(Dry)人名；(法)德里

148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49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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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earthquakes 1 ['ɜːθkweɪks] n. 地震 名词earthquake的复数形式.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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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154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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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eldora 2 n. 埃尔多拉

157 electronics 1 [,ilek'trɔniks] n.电子学；电子工业

158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159 en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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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engine 1 ['endʒin] n.引擎，发动机；机车，火车头；工具

161 enormous 1 [i'nɔ:məs] adj.庞大的，巨大的；凶暴的，极恶的

162 entirely 1 [in'taiə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

163 error 1 ['erə] n.误差；错误；过失

164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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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eventually 1 [i'ventʃuəli] adv.最后，终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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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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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everyplace 1 ['evripleis] adv.到处；各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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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exceed 1 [ik'si:d] vt.超过；胜过 vi.超过其他

172 expediting 1 ['ekspədaɪt] vt. 加速；加快；有助于

173 explanation 1 [,eksplə'neiʃən] n.说明，解释；辩解

174 extensive 1 [ik'stensiv] adj.广泛的；大量的；广阔的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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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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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6 fabs 1 n. 绝对值

177 factor 1 ['fæktə] n.因素；要素；[物]因数；代理人 vi.做代理商 vt.把…作为因素计入；代理经营；把…分解成 n.(Factor)人名；
(英)法克特

178 famil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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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features 1 ['fiː tʃəz] n. 容貌；特征 名词feature的复数形式.

180 feel 2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181 female 2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182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183 fiat 2 ['faiət] n.命令；许可；政法 vt.批准；颁布 n.(Fiat)人名；(西)菲亚特

184 film 1 [film] n.电影；薄膜；胶卷；轻烟 vt.在…上覆以薄膜；把…拍成电影 vi.摄制电影；生薄膜；变得朦胧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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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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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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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flap 1 n.拍打，拍打声；神经紧张；[航]襟翼 vi.拍动；神经紧张；鼓翼而飞；（帽边等）垂下 vt.拍打；扔；拉下帽边；飘动

189 floo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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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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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1 flown 1 v.飞行（fly的过去分词）

192 flying 2 ['flaiiŋ] adj.飞行的 n.飞行 v.飞（fly的ing形式）

193 focus 1 ['fəukəs] n.焦点；中心；清晰；焦距 vt.使集中；使聚焦 vi.集中；聚焦；调节焦距 n.(Focus)人名；(瑞典)福库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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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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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ford 2 n.浅滩；Ford：福特汽车公司 vi.涉水而过 vt.涉过；徒涉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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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formed 1 [fɔ:md] adj.成形的，成形 v.成形加工（form过去时形式）

199 founded 1 [faʊnd] v. 建立；创立；创办；熔铸；找到，发现（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00 free 2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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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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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204 gadget 1 ['gædʒit] n.小玩意；小器具；小配件；诡计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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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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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giant 2 ['dʒaiənt] n.巨人；伟人；[动]巨大的动物 adj.巨大的；巨人般的

208 gigantic 2 [,dʒai'gæntik] adj.巨大的，庞大的

209 global 2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210 gm 3 [,dʒi:'em] abbr.（美）通用汽车公司（GeneralMotors）；总经理（GeneralManager）；导弹（GuidedMissile）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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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2 going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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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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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GPS 1 abbr.全球定位系统（GlobalPositionSystem）；通用雷达（GeneralPurposeRadar）；炮长主瞄准镜（Gunner'sPrimarySight）

215 granted 1 conj.诚然 adv.的确 vt.grant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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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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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growing 2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219 Guinness 1 ['ginis] n.吉尼斯黑啤酒（英国产强性黑啤酒的一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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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0 gutting 1 ['gʌtɪŋ] 去内脏

221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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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2 hammered 1 ['hæməd] adj.锤成的；铸打成的 v.锤打（hamm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223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224 harm 1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
225 has 5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
226 hav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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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heat 1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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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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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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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high 1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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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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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h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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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hom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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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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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honda 1 ['hɔndə] n.本田汽车公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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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hou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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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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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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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hurricane 9 ['hʌrikən] n.飓风，暴风

243 hurts 1 ['hɜ tːs] n. 伤害；疼痛 名词hurt的复数形式.

244 Ida 7 ['aidə] n.艾达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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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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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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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in 4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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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9 inaudible 4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
250 increa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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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252 inland 1 ['inlənd, -lænd] n.内地；内陆 adj.内陆的；内地的；国内的 adv.在内地；向内地；向内陆；在内陆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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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is 2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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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issac 2 伊萨克

257 issu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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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it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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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Italian 1 adj.意大利的；意大利语的；意大利文化的 n.意大利人；意大利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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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japan 2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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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2 jersey 2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
263 Joe 2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264 jon 1 [dʒɔn] n.乔恩（男子名）

265 just 6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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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kilos 2 英 [kɪ'ləʊs] 美 [kɪ'loʊs] n. 千克；公斤 名词kilo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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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Kristie 1 n. 克里斯蒂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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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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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Laplace 1 [la:'pla:s] n.（法国天文学家、数学家）拉普拉斯（姓氏）

273 laptop 1 n.膝上型轻便电脑，笔记本电脑

274 laptops 1 ['læptɒps] 笔记本电脑

275 largest 4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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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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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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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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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le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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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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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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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3 legislation 1 [,ledʒis'leiʃən] n.立法；法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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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letter 1 ['letə] n.信；字母，文字；证书；文学，学问；字面意义 vt.写字母于 vi.写印刷体字母 n.(Letter)人名；(英)莱特

286 license 1 ['laisəns] n.执照，许可证；特许 vt.许可；特许；发许可证给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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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lining 1 ['lainiŋ] n.衬里；内层；衬套

289 list 3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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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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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lives 2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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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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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6 longest 1 ['lɔŋgist, 'lɔ:ŋ-] adj.最长的 n.(Longest)人名；(英)朗格斯特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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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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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lost 5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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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Louisiana 10 [lu:,i:zi'ænə] n.美国路易斯安那州

303 louisianan 2 adj. 路易斯安那州的；路易斯安那州人的 n. 路易斯安那州人

304 love 1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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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5 loved 1 [lʌvd] v.热爱（lov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恋爱的；受珍爱的

306 low 2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307 Lu 1 abbr.手太阴肺经 n.(Lu)人名；(缅、柬)卢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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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Maine 1 [mein] n.缅因州（美国州名）

310 ma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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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maker 2 ['meikə] n.制造者；造物主；出期票人 n.(Maker)人名；(英)马克尔

312 makers 2 n. 迈克（美国一家公司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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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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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manufacturer 1 [,mænju'fæktʃərə] n.制造商；[经]厂商

316 manufacturers 1 [mænjʊ'fæktʃərəz] n. 生产商；制造商 名词manufactur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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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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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master 1 ['mɑ:stə, 'mæstə] vt.控制；精通；征服 n.硕士；主人；大师；教师 adj.主人的；主要的；熟练的 n.(Master)人名；(英)马斯
特

320 may 5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321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322 means 2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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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Michelle 1 [mi:'ʃel] n. 米歇尔(女子名)

325 m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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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mile 1 [mail] n.英里；一英里赛跑；较大的距离 n.(Mile)人名；(塞、匈、法)米莱

327 million 1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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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9 mitigation 1 [,miti'geiʃən] n.减轻；缓和；平静

330 models 1 ['mɒdlz] n. 模范；模特儿；模型（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）

331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332 mold 2 [məuld] vt.塑造；使发霉；用模子制作 vi.发霉 n.霉菌；模子 n.(Mold)人名；(英)莫尔德

333 monitor 1 n.监视器；监听器；监控器；显示屏；班长 vt.监控

334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335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36 mopping 1 英 [mɒp] 美 [mɑːp] n. 拖把；拖把状物 vt. 用拖把拖；擦拭 vi. 用拖把拖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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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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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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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motors 1 [mɒtərs] n. 马达；电动机；汽车公司证券 名词motor的复数形式.

341 museum 1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342 my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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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344 navigation 1 [,nævi'geiʃən] n.航行；航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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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nearby 1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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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neighborhood 1 n.附近；街坊；接近；街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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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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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0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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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353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354 nissan 1 [ni'sɑ:n] n.尼桑（日产汽车名）

355 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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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northeast 1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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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59 now 4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360 objective 1 [əb'dʒektiv, ɔb-] adj.客观的；目标的；宾格的 n.目的；目标；[光]物镜；宾格

361 of 3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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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oh 1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
364 OK 1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j.好的；不错的 adv.行；很好 int.好；可以 vt.对…表示同意 n.同意

365 oldest 1 ['əuldist] adj.最老的（old的最高级）；最旧的

366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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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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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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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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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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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orono 3 n. 奥罗诺(在加拿大；西经 78º36' 北纬 43º59')

372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373 our 14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74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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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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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overall 1 ['əuvərɔ:l, ,əuvə'rɔ:l] adj.全部的；全体的；一切在内的 adv.全部地；总的说来 n.工装裤；罩衫

377 pandemic 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378 parallel 1 ['pærəlel] n.平行线；对比 vt.使…与…平行 adj.平行的；类似的，相同的

379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380 par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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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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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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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pH 1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
385 pick 1 [pik] vi.挑选；采摘；挖 vt.拾取；精选；采摘；掘 n.选择；鹤嘴锄；挖；掩护 n.(Pi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捷、匈、瑞
典)皮克

386 pictures 2 ['pɪktʃəz] n.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.

387 piles 1 [pailz] n.痔疮；痔 n.(Piles)人名；(西)皮莱斯

388 pilot 2 ['pailət] n.飞行员；领航员 adj.试点的 v.驾驶；领航；试用 n.(Pilot)人名；(意、印)皮洛特；(法)皮洛
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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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391 plane 3 [plein] n.飞机；平面；程度，水平 vi.刨；乘飞机旅行；翱翔 vt.刨平；用刨子刨；掠过水面 adj.平的；平面的 n.(Plane)人
名；(塞、瑞典、法)普拉内

392 plants 1 [p'lɑːnts] n. 植物花卉；工厂（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） v. 种植；设立；建立；安插；栽赃（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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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）

393 pledges 1 [pledʒ] vt. 发誓；保证；以 ... 抵押；向 ... 祝酒 n. 保证；抵押；誓言；抵押品

394 policies 1 英 ['pɒləsi] 美 ['pɑ lːəsi] n. 政策；方针 n. 保险单

395 post 1 [pəust] n.岗位；邮件；标杆 vt.张贴；公布；邮递；布置 vi.快速行进 n.(Po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捷、瑞典、荷)波斯特

3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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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398 preparations 1 [prepə'reɪʃnz] n. 准备，准备工作，配制剂（名词prepar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399 president 5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400 priority 1 [prai'ɔrəti] n.优先；优先权；[数]优先次序；优先考虑的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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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2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403 producer 1 [prəu'dju:sə] n.制作人，制片人；生产者；发生器

404 producing 2 [prə'djuːsɪŋ] n.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05 production 5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406 productions 1 n.生产( production的名词复数 ); 产量; 产品; 出示

407 products 2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408 promote 1 [prəu'məut] vt.促进；提升；推销；发扬 vi.成为王后或其他大于卒的子

409 proof 1 [pru:f] n.证明；证据；校样；考验；验证；试验 adj.防…的；不能透入的；证明用的；耐…的 vt.试验；校对；使不被穿
透

410 props 1 [prɔps] n.[矿业]支柱；小道具；后盾（prop的复数） v.支撑；维持（prop的三单形式）

411 pushed 1 [puʃt] adj.处于窘境的；为难的；推挤现象的 v.推；挤；逼迫（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12 Queensland 3 ['kwi:nzlænd; -lənd] n.昆士兰（澳大利亚州）

413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414 quote 2 [kwəut, kəut] vt.报价；引述；举证 vi.报价；引用；引证 n.引用

415 race 1 n.属，种；种族，人种；家庭，门第；赛事，赛跑 vt.使参加比赛；和…竞赛；使急走，使全速行进 vi.比速度，参加竞
赛；全速行进 n.(Race)人名；(英)雷斯；(塞)拉采

416 rai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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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ravaged 1 ['rævɪdʒ] v. 毁坏；破坏；掠夺 n. 破坏；蹂躏

418 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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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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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reallocating 1 [ri'ː æləkeɪtɪŋ] 再分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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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rebuild 1 [,ri:'bild, 'ri:,bild] vt.重建；改造，重新组装；复原 vi.重建

423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424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4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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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6 records 1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427 recovery 2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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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9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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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1 remnants 1 ['remnənts] 余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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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3 resident 3 adj.居住的；定居的 n.居民；住院医生

434 resolve 1 [ri'zɔlv] vt.决定；溶解；使…分解；决心要做… vi.解决；决心；分解 n.坚决；决定要做的事

435 response 1 [ri'spɔns] n.响应；反应；回答

436 resulting 1 [rɪ'zʌltɪŋ] adj. 结果的 动词result的现在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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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7 revenue 1 n.税收收入；财政收入；收益

4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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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9 Rogers 1 ['rɔdʒəz] n.罗杰斯（姓氏）；乐爵士（英国一家音箱生产厂）

440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4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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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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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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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4 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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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sales 1 [seilz] adj.销售的，售货的；有关销售的 n.销售（sale的复数）；销售额 n.(Sales)人名；(意、西、葡)萨莱斯；(法)萨勒；
(英)塞尔斯

446 samsung 1 n. 三星(财富500强公司之一；总部所在地韩国；主要经营贸易)

447 sarlin 5 萨尔兰

448 sauropod 1 ['sɔ:rəpɔd] n.蜥脚类动物 adj.蜥脚类动物的

449 s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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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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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52 scanning 1 ['skæniŋ] n.扫描；[计]搜索，观测；扫掠 adj.扫描的；观测的；搜索的；扫掠的 v.扫描（scan的现在分词）；浏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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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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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5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456 Scott 1 [skɔt] n.斯科特（男子名）

457 screens 1 [skriː nz] n. 屏幕 名词screen的复数形式.

4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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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9 second 2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460 sector 2 ['sektə] n.部门；扇形，扇区；象限仪；函数尺 vt.把…分成扇形

4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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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2 sell 2 [sel] vt.销售；推销；出卖；欺骗 vi.卖；出售；受欢迎；有销路 n.销售；失望；推销术 n.(Sell)人名；(德)泽尔；(英、芬、
瑞典)塞尔

463 semi 3 ['sem(a)i] n.半挂车；半独立式的住宅 n.(Semi)人名；(意、芬)塞米

464 senators 2 n.参议员( senator的名词复数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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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6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467 sets 2 n.[数]集合，设置（set的复数） v.放置（set单三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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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9 shifted 1 [ʃɪft] v. 移动；改变；换挡；字型转换 n. 轮班；变化；移动；计谋；轮班职工

470 shortage 8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
4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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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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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3 silicon 1 ['silikən, -kɔn] n.[化学]硅；硅元素

474 sister 1 n.姐妹；（称志同道合者）姐妹；修女；护士 adj.姐妹般的；同类型的

475 smartphones 2 [s'mɑ tːfəʊnz] 智能手机

476 smith 4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4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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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8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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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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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9 something 1 ['sʌmθiŋ] pron.某事；某物 n.重要的人；值得重视的事 adv.非常；有点；大约 adj.大约；有点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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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1 son 1 [sʌn] n.儿子；孩子（对年轻人的称呼）；男性后裔 n.(Son)人名；(土、老、柬)松；(法、罗)索恩；(日)存(名)；(日)孙
(姓)；(越)山

482 southwest 1 [,sauθ'west] n.西南方 adj.西南的 adv.往西南；来自西南

483 species 1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4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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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5 state 1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486 statement 1 ['steitmənt] n.声明；陈述，叙述；报表，清单

487 States 3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488 stay 2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4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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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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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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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2 storm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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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3 stout 2 [staut] adj.结实的；矮胖的；勇敢的；激烈的 n.矮胖子；烈性啤酒 n.(Stout)人名；(英)斯托特

494 street 1 [stri:t] n.街道 adj.街道的 n.(Street)人名；(英、葡)斯特里特；(德)施特雷特

4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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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6 strongest 2 英 [strɒŋɡɪst] 美 [strɔː ŋɡɪst] adj. 最强壮的 形容词strong的最高级.

497 study 2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498 stuff 1 [stʌf] n.东西；材料；填充物；素材资料 vt.塞满；填塞；让吃饱 vi.吃得过多

499 stunts 1 [stʌnt] n. 特技；阻碍成长 vt. 阻碍成长；表演特技

500 subaru 1 n. 斯巴鲁；富士重工有限公司(FHI)旗下专业从事汽车制造的公司；是生产多种类型、多用途运输设备的制造商；速
霸陆

501 summerset 1 ['sʌməset] n.翻筋斗 vi.翻筋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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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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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4 supporters 1 [sə'pɔː 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
505 supposed 1 [sə'pəuzd] adj.假定的；被信以为真的；想象上的 v.假定（suppose的过去分词）

5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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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7 sweltering 1 ['sweltəriŋ] adj.闷热的；热得难受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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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9 Taiwan 3 ['tai'wɑ:n] n.台湾

510 take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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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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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2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513 th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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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4 thank 2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515 that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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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6 the 6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17 their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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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8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519 themselves 1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520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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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1 there 5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22 these 5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23 they 9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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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5 this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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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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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7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528 threatens 1 ['θretn] v. 威胁；恐吓；似将发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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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0 through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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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1 ti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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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2 tiny 1 ['taini] adj.微小的；很少的 n.(Tiny)人名；(葡、印)蒂尼

533 to 5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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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34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535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536 to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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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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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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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9 touch 1 [tʌtʃ] vt.接触；触动；使轻度受害 vi.触摸；涉及；接近；提到 n.接触；触觉；格调；少许 n.(Touch)人名；(柬)杜；(英)
陶奇

5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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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强硬地，顽强地 n.(Tough)人名；(英)图赫

541 Toyota 3 ['təujəutə] n.日本丰田汽车（公司名）

542 tragedy 1 ['trædʒidi] n.悲剧；灾难；惨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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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4 transmissions 1 传动

5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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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546 traveled 1 ['trævəld] adj.富有旅行经验的；旅客多的；旅客使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过去分词）

547 tremendous 1 adj.极大的，巨大的；惊人的；极好的

548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49 try 2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550 try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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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1 tsmc 3 n. 台湾半导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

552 tub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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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3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554 tunnel 3 ['tʌnəl] n.隧道；坑道；洞穴通道 vt.挖；在…打开通道；在…挖掘隧道 vi.挖掘隧道；打开通道

555 turkey 1 ['tə:ki] n.火鸡；笨蛋；失败之作

556 unidentified 3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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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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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9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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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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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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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2 us 2 pron.我们

563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564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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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5 utilized 1 ['ju tːəlaɪz] vt. <美>利用或使用 =utilise（英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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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7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68 vehicle 1 ['viː ɪk(ə)l] n.[车辆]车辆；工具；交通工具；运载工具；传播媒介；媒介物

569 verify 1 ['verifai] vt.核实；查证

570 vide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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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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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2 visited 1 v.拜访，访问（visit的过去式）

573 volkswagen 2 ['fɔ:lks,va:gən] n.大众汽车（财富500强公司之一）

574 wafer 2 ['weifə] n.圆片，晶片；薄片，干胶片；薄饼；圣饼 vt.用干胶片封 n.(Wafer)人名；(英)韦弗

575 wa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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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6 warned 2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5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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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8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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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0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581 w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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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2 weath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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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3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584 weigh 1 [wei] vt.权衡；考虑；称…重量 vi.重量为…；具有重要性；成为…的重荷；起锚 n.权衡；称重量

5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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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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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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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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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9 where 7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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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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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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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3 white 1 [hwait] adj.白色的；白种的；纯洁的 n.白色；洁白；白种人

594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595 widespread 1 ['waid'spred] adj.普遍的，广泛的；分布广的

5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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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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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8 willie 2 ['wili] n.威利（男子名，William的昵称）

599 with 7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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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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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2 world 7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603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604 would 6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605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606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607 you 1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608 younger 1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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