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9-15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2 about 8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3 academics 1 [ækə'demɪks] n. 学习

4 according 1 adj.相符的；一致的；相应的；和谐的；调和的 adv.依照；根据；按照 v.给予(accord的现在分词)；使和谐一致；使
符合；使适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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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7 adopt 1 [ə'dɔpt] vt.采取；接受；收养；正式通过 vi.采取；过继

8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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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gainst 3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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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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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laska 1 [ə'læskə] n.阿拉斯加州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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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llows 1 [ə'laʊz] 允许

16 already 2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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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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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mazon 1 ['æməzɔn] 亚马逊；古希腊女战士

20 America 2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21 American 3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22 americans 4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23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24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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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nd 4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7 animal 2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28 animals 5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29 announced 2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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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nybody 1 ['eni,bɔdi] pron.任何人 n.重要人物

32 apply 2 [ə'plai] vt.申请；涂，敷；应用 vi.申请；涂，敷；适用；请求

33 architects 1 建筑师

34 arctic 1 ['ɑ:ktik] adj.北极的；极寒的 n.北极圈；御寒防水套鞋 n.(Arctic)人名；(英)阿克蒂克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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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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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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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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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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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0 ate 1 [et,eit] v.吃（eat的过去式）

41 attracting 1 [ə'trækt] v. 吸引；引来

42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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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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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a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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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aker 4 ['beikə] n.面包师；面包工人；（便携式）烘炉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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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be 1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9 beach 1 [bi:tʃ] n.海滩；湖滨 vt.将…拖上岸 vi.搁浅；定居 n.(Beach)人名；(英)比奇

50 bear 4 vt.结果实，开花（正式） vt.忍受；承受；具有；支撑 n.熊 n.(Bear)人名；(英)贝尔

51 bears 2 [beəz] n. 熊；卖空者 名词bear的复数形式. 动词bear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52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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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becoming 1 [bi'kʌmiŋ] adj.合适的，适当的 n.（变化过程的）形成，发生

55 bedrock 1 [,bed'rɔk, 'bed-] n.[地质]基岩；根底；基本原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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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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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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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behaviors 1 [bɪheɪ'viː əʊz] 行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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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beliefs 1 n.信仰；信�（belief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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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64 berated 1 [bɪ'reɪt] v. 〈正式或文〉严厉责备

65 best 2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66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
67 biden 2 n. 拜登(姓氏)

68 biologist 3 [bai'ɔlədʒist] n.生物学家

69 biosciences 1 n.生物科学（bioscience的复数形式）

70 blames 1 [bleɪm] vt. 责备；把 ... 归咎于 n. 责备；过失

71 blocks 1 ['blɒks] n. 街区 名词block的复数形式.

72 boast 1 [bəust] vt.夸口说，自吹自擂说；以有…而自豪 n.自夸；值得夸耀的事物，引以为荣的事物 vi.自吹自擂 n.(Boast)人名；
(英)博斯特

73 bottom 1 ['bɔtəm] n.底部；末端；臀部；尽头 adj.底部的 vt.装底；测量深浅；查明真相 vi.到达底部；建立基础 n.(Bottom)人名；
(英)博顿

74 brain 1 [brein] n.头脑，智力；脑袋 vt.猛击…的头部 n.(Brain)人名；(英)布雷恩

75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76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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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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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but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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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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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calves 1 [kɑ:vz, kævz] n.小牛；小腿；腓；呆子（calf的复数） n.(Calves)人名；(法)卡尔夫

82 can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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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carbon 1 ['kɑ:bən] n.[化学]碳；碳棒；复写纸 adj.碳的；碳处理的 n.(Carbon)人名；(西)卡尔翁；(法)卡尔邦；(英)卡本

84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85 Caribbean 2 [kæri'bi(:)ən] adj.加勒比人的；加勒比海的；加勒比语的 n.加勒比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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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Carl 4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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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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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CDC 1 abbr. 疾病控制中心(=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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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centuries 1 ['sentʃərɪz] n. 世纪 名词century的复数形式.

92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93 challenges 2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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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96 choke 1 [tʃəuk] vt.呛；使窒息；阻塞；抑制；扑灭 vi.窒息；阻塞；说不出话来 n.窒息；噎；[动力]阻气门

97 cl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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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clients 1 [klaɪnts] n. 委托方；客人 名词client的复数形式.

99 clip 2 n.（塑料或金属的）夹子；回纹针；修剪；剪报 vt.剪；剪掉；缩短；给…剪毛（或发）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
某物上 vi.剪；修剪；剪下报刊上的文章（或新闻、图片等）；迅速行动；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某物上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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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clone 1 [kləun] n.克隆；无性系；无性繁殖；靠营养生殖而由母体分离繁殖的植物 vt.无性繁殖，复制

102 closely 1 ['kləusli] adv.紧密地；接近地；严密地；亲近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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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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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code 1 [kəud] n.代码，密码；编码；法典 vt.编码；制成法典 vi.指定遗传密码 n.(Code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科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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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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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common 1 ['kɔmən] adj.共同的；普通的；一般的；通常的 n.普通；平民；公有地 n.(Common)人名；(法)科蒙；(英)康芒

110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111 companies 3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112 company 4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113 compete 1 [kəm'pi:t] vi.竞争；比赛；对抗

114 complex 1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115 concern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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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concerning 1 [kən'sə:niŋ] prep.关于；就…而言 v.涉及；使关心（concern的ing形式）；忧虑

117 concerns 2 [kən'sɜːnz] n.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.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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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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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conscious 1 ['kɔnʃəs] adj.意识到的；故意的；神志清醒的

121 consequences 1 影响效果

122 conservation 1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
123 consulting 1 [kən'sʌltiŋ] adj.咨询的，商议的；顾问的，任专职顾问的 v.咨询，请教；商议（consult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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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controversial 1 [,kɔntrə'və:ʃəl] adj.有争议的；有争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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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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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coral 21 ['kɔ:rəl] n.珊瑚；珊瑚虫 adj.珊瑚的；珊瑚色的 n.(Coral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)科拉尔

129 corals 4 珊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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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corn 1 [kɔ:n] n.（美）玉米；（英）谷物；[皮肤]鸡眼 vt.腌；使成颗粒 n.(Corn)人名；(英、法、瑞典)科恩

131 corona 3 [kə'rəunə] n.[物]电晕；日冕；冠状物 n.(Corona)人名；(罗、葡、西、意、英)科罗纳，科罗娜(女名)

132 cos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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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costs 2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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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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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cov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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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coverage 1 n.覆盖，覆盖范围；新闻报道

138 covid 3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39 create 3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140 creating 2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141 critics 2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42 daily 1 ['deili] adj.日常的；每日的 n.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日常地；每日；天天 n.(Daily)人名；(英)戴利

143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144 David 2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1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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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debate 2 [di'beit] vt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vi.辩论，争论，讨论 n.辩论；辩论会

147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48 degraded 2 [di'greidid] adj.退化的；堕落的；被降级的 v.分解（degrade的过去分词）；降低…的身份；削减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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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democratic 1 [,demə'krætik,-kəl] adj.民主的；民主政治的；大众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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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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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destinations 1 [destɪ'neɪʃnz] 景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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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deteriorated 1 英 [dɪ'tɪəriəreɪt] 美 [dɪ'tɪriəreɪt] v. 恶化；变质；衰退

156 determination 1 n.决心；果断；测定

157 develop 1 [di'veləp] vt.开发；进步；使成长；使显影 vi.发育；生长；进化；显露

158 developed 2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159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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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dioxide 1 [dai'ɔksaid] n.二氧化物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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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disappeared 1 [dɪsə'piəd] adj. 消失的 动词disapp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64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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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DNA 1 [,di:,en'ei] abbr.脱氧核糖核酸（deoxyribonucleicacid）；（美国）国防部核子局（DefenseNuclearAgency）

167 d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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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69 dogs 1 n.狗（dog的复数）；瘦狗类 v.紧紧跟踪；追猎；紧随（dog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Dogs)人名；(德)多格斯

170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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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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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eat 2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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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175 effective 1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
176 effects 2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177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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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lephant 4 ['elifənt] n.象；大号图画纸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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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employees 3 [ˌemplɔɪ'iː 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
182 employers 1 [ɪmp'lɔɪəz] 用人单位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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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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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engage 1 vt.吸引，占用；使参加；雇佣；使订婚；预定 vi.从事；参与；答应，保证；交战；啮合

186 engineered 1 ['endʒɪn'iərd] adj. 设计的；工程监督的 动词engine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87 engineering 2 [,endʒi'niəriŋ] n.工程，工程学 v.设计；管理（engineer的ing形式）；建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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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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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environment 2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191 environmental 1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192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93 Eurasian 1 [juə'reiʃən] adj.欧亚的；欧亚人的 n.欧亚混血儿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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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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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everybody 1 ['evri,bədi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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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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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xemptions 1 n.（义务等的）免除( exemption的名词复数 ); 免（税）; （收入中的）免税额

200 expand 1 [ik'spænd] vt.扩张；使膨胀；详述 vi.发展；张开，展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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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experiment 1 [ik'speriment, ek's-] vi.尝试；进行实验 n.实验，试验；尝试

203 extinct 4 [ik'stiŋkt] adj.灭绝的，绝种的；熄灭的 vt.使熄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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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abricating 1 ['fæbrɪkeɪt] v. 编造；虚构；制造

206 facet 1 ['fæsit] n.面；方面；小平面 vt.在…上琢面

207 facilities 1 [fə'sɪlɪtɪz] n. 设施；设备；工具 名词facility的复数形式.

208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209 fair 2 [fεə] adj.公平的；美丽的，白皙的；[气象]晴朗的 adv.公平地；直接地；清楚地 vi.转晴 n.展览会；市集；美人 n.(Fair)人
名；(英、芬)费尔

210 fantastic 1 adj.奇异的；空想的；异想天开的；古怪的；极好的，极出色的；不可思议的；不切实际的 n.古怪的人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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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farm 1 [fɑ:m] vi.种田，务农；经营农场 n.农场；农家；畜牧场 vt.养殖；耕种；佃出（土地）

213 Farmers 1 n.[农]农民（farmer的复数）

214 faster 1 ['fa:stə] adj.更快的 adv.更快地 n.(Faster)人名；(德、捷)法斯特

215 fatter 1 ['fætə] adj. 更胖的 形容词fat的比较级形式.

216 favorites 1 ['feɪvərɪts] n. 特别喜爱的人或物；收藏夹 名词favorite的复数形式.

217 Federal 1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218 female 6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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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9 filed 1 [faɪl] n. 档案；卷宗；文件；锉刀，指甲锉 vt. 把 ... 归档；提出(申请书、议案等)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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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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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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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floor 2 [flɔ:] n.地板，地面；楼层；基底；议员席 vt.铺地板；打倒，击倒；（被困难）难倒

224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225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226 footprint 1 ['futprint] n.足迹；脚印

227 for 1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28 forbearing 1 [fɔ:'bεəriŋ] adj.宽容的；忍耐的 v.克制（forbear的现在分词）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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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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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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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2 founder 1 ['faundə] vi.失败；沉没；倒塌；变跛 vt.破坏；使摔倒；垮掉 n.创始人；建立者；翻沙工

233 four 2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234 fragments 1 ['fræɡmənt] n. 碎片；片段 v. 使破碎；分裂

235 fried 1 [fraid] adj.油炸的，油煎的；喝醉了的 v.油炸（fry的过去分词）

236 from 10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37 funding 1 ['fʌndiŋ] n.提供资金；用发行长期债券的方法来收回短期债券 v.提供资金；积存（fund的ing形式）

238 genetic 4 [dʒi'netik] adj.遗传的；基因的；起源的

239 genetically 1 [dʒe'netikəli] adv.从遗传学角度；从基因方面

240 genetics 1 [dʒi'netiks] n.遗传学

241 get 9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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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giant 1 ['dʒaiənt] n.巨人；伟人；[动]巨大的动物 adj.巨大的；巨人般的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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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5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246 goo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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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gorge 1 [gɔ:dʒ] n.峡谷；胃；暴食；咽喉；障碍物 vt.使吃饱；吞下；使扩张 vi.拚命吃；狼吞虎咽 n.(Gorge)人名；(西)戈赫；(法)
戈尔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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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government 5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250 governors 1 调速器

251 greens 1 n.绿地；绿叶蔬菜；生手；绿色物（green的复数） v.使变绿色；使恢复活力（green的三单形式）

252 grin 1 [grin] v.露齿而笑，咧着嘴笑 n.露齿笑 n.(Grin)人名；(法)格兰；(俄、罗、英)格林

253 grow 5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254 grows 1 英 [ɡrəʊ] 美 [ɡroʊ] v. 增加；生长；变成；种植；逐渐开始

255 hairier 1 英 ['heəri] 美 ['heri] adj. 多毛的；长毛的；令人恐怖的；难对付的

256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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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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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have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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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261 healthcare 2 ['helθkeə] 保健

262 healthier 1 ['helθiər] adj. 更健康的，更健壮的（形容词healthy的比较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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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3 help 2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264 hexagonal 1 [hek'sægənəl] adj.六边的，六角形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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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hinder 1 ['hində] vi.成为阻碍 vt.阻碍；打扰 adj.后面的 n.(Hinder)人名；(芬)欣德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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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Hong 9 [hɔŋ] n.（中国、日本的）行，商行 n.(Hong)人名；(中)洪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鸿；(柬)洪

269 hop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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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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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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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hospitalized 1 英 ['hɒspɪtəlaɪz] 美 ['hɑːspɪtəlaɪz] vt. 就医；使住院

273 hospitals 1 ['hɒspɪtlz] 医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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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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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hybrid 1 ['haibrid] n.杂种，混血儿；混合物 adj.混合的；杂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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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immunity 1 [i'mju:nəti] n.免疫力；豁免权；免除

279 impac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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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0 implement 1 ['implimənt, 'impliment] vt.实施，执行；实现，使生效 n.工具，器具；手段

281 in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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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82 inaudible 5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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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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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increasingly 2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
286 infectious 1 [in'fekʃəs] adj.传染的；传染性的；易传染的

287 initially 1 [i'niʃəli] adv.最初，首先；开头

288 inoculated 1 英 [ɪ'nɒkjuleɪt] 美 [ɪ'nɑːkjuleɪt] v. 给 ... 注射疫苗；灌输

289 inspired 1 [in'spaiəd] adj.有灵感的；官方授意的 v.激发（inspire的过去分词）；鼓舞

290 installation 2 [,instə'leiʃən] n.安装，装置；就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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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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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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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is 1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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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i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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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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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300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301 Jurassic 1 [dʒu'ræsik] adj.侏罗纪的；侏罗系的 n.[地质]侏罗纪

302 ju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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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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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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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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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6 Kong 9 [kɔŋ] n.钢；含锡砾石下的无矿基岩 n.(Kong)人名；(泰)空；(老、柬)贡

307 lacking 1 ['lækiŋ] adj.缺乏的；没有的；不足的 v.缺少；不足（lack的ing形式）

308 la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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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large 2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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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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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lawsuits 1 n. 诉讼，法律诉讼；控诉（lawsuit的复数形式）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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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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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lie 1 [lai] vi.躺；说谎；位于；展现 vt.谎骗 n.谎言；位置 n.(Lie)人名；(罗、挪、瑞典)利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

316 life 4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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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lion 1 ['laiən] n.狮子；名人；勇猛的人；社交场合的名流 n.(Lion)人名；(西、葡)利昂；(德、法、意、捷、瑞典)利翁；(英)莱昂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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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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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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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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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324 lose 1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
325 losing 1 ['lu:ziŋ] n.损失；失败 adj.输的；失败的；导致失败的 v.失去；损失（lose的ing形式）；错过

326 lo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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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328 lowering 1 ['lauəriŋ] adj.使低劣的；昏暗的；减少体力的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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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makes 2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331 mammoth 6 ['mæməθ] n.长毛象；猛犸象；庞然大物 adj.巨大的，庞大的；猛犸似的

332 management 1 ['mænidʒmənt] n.管理；管理人员；管理部门；操纵；经营手段

333 mandate 4 ['mændeit] n.授权；命令，指令；委托管理；受命进行的工作 vt.授权；托管

334 mandates 2 ['mændeɪt] n. 命令；指令；要求；授权 v. 把(某一地区)置于委任管理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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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marine 6 [mə'ri:n] adj.船舶的；海生的；海产的；航海的，海运的 n.海运业；舰队；水兵；（海军）士兵或军官 n.(Marine)人
名；(西)马里内；(英)马林

337 material 2 [mə'tiəriəl] adj.重要的；物质的，实质性的；肉体的 n.材料，原料；物资；布料

338 materials 1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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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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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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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me 1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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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medical 3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345 meets 1 [miː t] v. 遇见；满足 n. 运动会；集会 adj. 合适的

346 Megalodon 1 [电影] 前狂鲨

347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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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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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9 middle 2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350 m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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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million 3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
352 mimic 1 ['mimik] vt.模仿，摹拟 n.效颦者，模仿者；仿制品；小丑 adj.模仿的，模拟的；假装的

353 mining 2 ['mainiŋ] n.矿业；采矿

354 mixed 1 [mikst] adj.混合的；形形色色的；弄糊涂的 v.混合；弄混（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55 monitoring 1 ['mɔnitəriŋ] n.监视，[自]监控；检验，检查 v.监视，[通信][军]监听，监督（monitor的ing形式）

356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57 mor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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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mo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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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mothers 1 英 ['mʌðə(r)] 美 ['mʌðər] n. 母亲；妈妈 adj. 母亲的；母体的；本源的 vt. 生育；像母亲一样关爱

360 mu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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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murky 1 ['mə:ki] adj.黑暗的；朦胧的；阴郁的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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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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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365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366 new 5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367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368 next 2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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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371 not 8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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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nowhere 1 ['nəuhwεə] adv.无处；任何地方都不；毫无结果 n.无处；任何地方；无名之地 adj.不存在的；毫无结果的；不知名的

374 numb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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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object 1 ['ɔbdʒikt, -dʒekt, əb'dʒekt] n.目标；物体；客体；宾语 vt.提出…作为反对的理由 vi.反对；拒绝

376 ocean 7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377 odds 1 [ɔdz] n.几率；胜算；不平等；差别

378 of 4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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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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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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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on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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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onl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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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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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option 1 ['ɔpʃən] n.[计]选项；选择权；买卖的特权

386 or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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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oreos 1 n.奥利奥（饼干品牌）; 讨好白人的黑人（Oreo的复数）

388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389 others 2 pron.其他人

390 our 4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91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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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over 2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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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3 overcome 2 [,əuvə'kʌm] vt.克服；胜过 vi.克服；得胜

394 overnight 1 [,əuvə'nait, 'əuvənait] adv.通宵；突然；昨晚 adj.晚上的；通宵的；前夜的 n.头天晚上；一夜的逗留 vt.连夜快递 vi.过一
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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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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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patterns 1 ['pætənz] n. 式样；图案；样式；模式 名词的pattern复数形式.

398 paying 1 ['pei'ŋ] adj.支付的；赢利的；合算的 n.支付；填缝；放送绳链 v.支付；报答（pay的ing形式）

399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400 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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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performing 1 [pə'fɔ:miŋ] adj.表演的；履行的 v.表演（perform的ing形式）；履行

402 persisting 1 英 [pə'sɪst] 美 [pər'sɪst] v. 坚持；执意；继续；持续

403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
404 pH 6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
405 picks 1 ['pɪks] 精选

406 point 2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407 politics 1 ['pɔlitiks] n.政治，政治学；政治活动；政纲

408 pollutants 1 [pə'lu tːənts] 污染物质

409 pollution 2 [pə:'lju:ʃən] n.污染 污染物

410 popcorn 1 ['pɔpkɔ:n] n.爆米花，爆玉米花

411 possibility 1 [,pɔsə'biləti] n.可能性；可能发生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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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pounds 1 [paʊnd] n. 磅；英镑 n. （汽车）扣押所；宠物收留所 vt. 捣碎；敲打；连续猛击 vi. 咚咚地走；怦怦地响

414 predicts 1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
415 prepare 1 [pri'pεə] vt.准备；使适合；装备；起草 vi.预备；做好思想准备

416 president 4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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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pretty 1 adj.漂亮的；可爱的；优美的 adv.相当地；颇 n.有吸引力的事物（尤指饰品）；漂亮的人 n.Pretty，普雷蒂（人名）

419 printing 3 ['printiŋ] n.印刷；印刷术

420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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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produces 1 英 [prə'djuːs] 美 [prə'duːs] v. 生产；引起；提出；制片；分娩 n. 产品；农产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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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professor 2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425 progress 1 ['prəugres, 'prɔ-, prəu'gres] n.进步，发展；前进 vi.前进，进步；进行 n.(Progress)人名；(赞)普罗格雷斯

426 project 2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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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429 questions 2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430 raised 1 [[reizd] adj.凸起的；发酵的；浮雕的 v.提高（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举起；抚育，抚养

431 re 9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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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3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434 recovered 1 [rɪ'kʌvəd] adj. 恢复的 动词reco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35 recovery 1 [ri'kʌvəri] n.恢复，复原；痊愈；重获

4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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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7 reef 4 [ri:f] n.暗礁；[地质]矿脉；收帆 vt.收帆；缩帆 vi.缩帆；收帆

438 reefs 3 [riː f] n. 暗礁；矿脉 n. 缩帆部 v. 缩帆；卷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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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9 refining 1 [rɪ'faɪnɪŋ] n. 精炼法；改善；匀料 动词refine的现在分词.

440 refuse 1 [ri'fju:z, ri:-] n.垃圾；废物 vt.拒绝；不愿；抵制 vi.拒绝

441 regular 1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
442 religious 1 [ri'lidʒəs] adj.宗教的；虔诚的；严谨的；修道的 n.修道士；尼姑

443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444 replants 1 英 ['riː 'plɑːnt] 美 [riː 'plɑːnt] v. 改种；再植；移植

445 representatives 1 [reprɪ'zentətɪvz] n. 众议院议员；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.

446 republican 1 [ri'pʌblikən] adj.共和国的；共和政体的；共和主义的；拥护共和政体的 n.共和主义者

447 require 2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448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449 researchers 1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450 reset 1 vi.重置；清零 vt.重置；重新设定；重新组合 n.重新设定；重新组合；重排版 n.（Reset）《逆时营救》（一部动作科幻
电影）

451 responses 1 [rɪs'pɒnsɪz] 名词response的复数形式

452 restoration 2 [,restə'reiʃən] n.恢复；复位；王政复辟；归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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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4 restoring 2 [rɪs'tɔː rɪŋ] n. 恢复；复原 动词resto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55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456 roll 1 [rəul] vt.卷；滚动，转动；辗 vi.卷；滚动；转动；起伏，摇晃 n.卷，卷形物；名单；摇晃 n.(Ro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
俄、罗、葡、捷、挪、西、瑞典)罗尔

457 roughly 1 ['rʌfli] adv.粗糙地；概略地

458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4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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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0 saber 1 ['seibə] n.军刀；佩剑；骑兵 vt.用马刀砍或杀 n.(Saber)人名；(法)萨贝；(阿拉伯)萨比尔

4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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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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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says 6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64 sca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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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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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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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468 scientists 5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469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4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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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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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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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3 senators 1 n.参议员( senator的名词复数 )

474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475 shortage 1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
476 should 3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4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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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8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479 sick 1 adj.厌恶的；病态的；不舒服；渴望的；恶心的；生病的 n.病人 n.(Sick)人名；(德、西)西克 vt.使狗去咬；呕吐；追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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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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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3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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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5 s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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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6 solution 1 [sə'lju:ʃən] n.解决方案；溶液；溶解；解答

487 some 6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
>稍微

488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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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9 sounds 1 ['saʊndz] n. 声音，响声（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） v. 听起来；感觉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发音（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
形式）

490 specialists 1 ['speʃəlɪsts] n. 专家；专科医生 名词speacialist的复数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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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2 specifically 1 [spi'sifikəli] adv.特别地；明确地

493 spectacular 1 [spek'tækjulə] adj.壮观的，惊人的；公开展示的

494 spectrum 1 ['spektrəm] n.光谱；频谱；范围；余象

495 spoken 1 ['spəukən] adj.口语的，口头的 v.说（speak的过去分词）

496 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497 stable 1 ['steibl] n.马厩；牛棚 adj.稳定的；牢固的；坚定的 vi.被关在马厩 vt.赶入马房 n.(Stable)人名；(英)斯特布尔

498 start 2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499 starts 1 [s'tɑ tːs] v. 开始；启动；开创（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开始；开创（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）

500 startup 1 英 ['stɑ tːʌp] 美 ['stɑ tː'ʌp] n. 开动；出发

5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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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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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structure 2 ['strʌktʃə] n.结构；构造；建筑物 vt.组织；构成；建造

504 structures 1 [st'rʌktʃəz] n.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.

505 struggling 1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
506 studying 1 ['stʌdi] n. 研究；学习；学科；书房；(绘画或文学)习作；练习曲；沉思；记忆力…的人；台词记得…的人 v. 研究；
学习；读书；仔细观察；努力

5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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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
508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509 suited 1 ['sju:tid] adj.合适的 v.适合（suit的过去分词）

5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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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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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2 surface 1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
513 surprisingly 1 adv.惊人地；出人意料地

514 survive 1 [sə'vaiv] vt.幸存；生还；幸免于；比...活得长 vi.幸存；活下来

515 survived 3 英 [sə'vaɪv] 美 [sər'vaɪv] vt. 幸免于难；存活；艰难度过；比 ... 活得长 vi. 活着；继续存在

516 surviving 1 [sə'vaiviŋ] adj.继续存在的；未死的；依然健在的 v.生存（survive的ing形式）

517 tak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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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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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9 talking 1 ['tɔ:kiŋ] adj.说话的，多嘴的；有表情的 n.讲话，谈论 v.谈论；讲话（talk的ing形式） n.(Talking)人名；(英)托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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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1 technology 3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522 tells 1 [tel] v. 告诉；吩咐；讲述；表达；辨别；判断；泄露；告发；产生效果

5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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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4 tested 1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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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5 testing 1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
526 tha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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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7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528 that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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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9 the 8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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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1 them 9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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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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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4 there 8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35 these 6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36 they 20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37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538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5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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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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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1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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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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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4 tied 1 [taid] v.系（ti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系住的

545 tiger 1 ['taigə] n.老虎；凶暴的人 n.(Tiger)人名；(英)泰格；(法)蒂热；(瑞典)蒂格

546 tile 1 [tail] n.瓷砖，瓦片 vt.铺以瓦；铺以瓷砖 n.(Tile)人名；(俄、塞、萨摩)蒂勒

547 tiles 8 [taɪlz] n. 瓷砖 名词tile的复数形式.

548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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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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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0 to 5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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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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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2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553 tooth 1 [tu:θ] n.牙齿 vt.给……装齿 vi.啮合 n.(Tooth)人名；(英)图思

5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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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5 toxic 1 ['tɔksik] adj.有毒的；中毒的

556 traditionally 1 [trə'diʃənəli] adv.传统上；习惯上；传说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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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8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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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0 unethical 1 [ʌn'eθikl] adj.不道德的；缺乏职业道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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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2 university 2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5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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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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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5 unvaccinated 1 [ʌn'væksɪneɪtɪd] adj. 未接种过的

566 up 3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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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8 upsides 1 [ʌp'saɪdz] adv. 半斤八两；对等

569 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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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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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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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1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572 vaccinated 4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573 vaccine 3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574 vaccines 5 疫苗程序

575 ve 3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76 vegetables 1 ['vedʒɪtəblz] 蔬菜,vegetable的复数形式

577 veggies 3 ['veɡɪz] vegetables 蔬菜

578 Vida 1 ['vi:də] n.维达（女子名，Davida的昵称）

579 video 2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580 views 1 [v'juːz] n. 见解 名词view的复数形式.

581 virus 4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582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
583 walking 1 ['wɔ:kiŋ] n.步行；散步 v.步行（walk的ing形式） adj.步行的

584 walmart 1 ['wɔlma:t] n.沃尔玛（世界连锁零售企业）

5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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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6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87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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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9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590 w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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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1 web 1 [web] n.网；卷筒纸；蹼；织物；圈套 vt.用网缠住；使中圈套 vi.形成网

592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5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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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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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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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6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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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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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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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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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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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1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602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603 wildlife 1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604 will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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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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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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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7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08 wooly 4 ['wuli] adj.羊毛的；毛茸茸的（等于wolly） n.羊毛内衣；毛线衣（等于wolly）

609 work 2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610 workers 7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611 workforce 1 ['wə:kfɔ:s] n.劳动力；工人总数，职工总数

6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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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3 workplace 1 ['wə:kpleis] n.工作场所；车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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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615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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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7 you 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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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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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0 Yu 10 [ju] n.禹（传说的中国古代圣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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