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9-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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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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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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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curate 1 ['ækjurət] adj.精确的

5 acquiring 1 [ək'waɪərɪŋ] n. 获得 动词acquire的现在分词.

6 aerospace 1 ['εərəuspeis] n.航空宇宙；[航]航空航天空间

7 affect 1 [ə'fekt, 'æfekt] vt.影响；感染；感动；假装 vi.倾向；喜欢 n.情感；引起感情的因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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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0 agenda 1 n.议程；日常工作事项；日程表

11 ages 1 [eɪdʒ] n. 年龄；时代；时期；长时间 v. （使）变老；（使）陈化

12 air 2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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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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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lies 1 ['ælaiz] n.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同盟国；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协约国

16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17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18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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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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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nd 6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2 angle 1 vi.钓鱼；谋取 n.角度，角，方面

23 Angus 2 ['æŋgəs] n.安格斯（男子名）

24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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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nnouncement 1 [ə'naunsmənt] n.公告；宣告；发表；通告

27 another 1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28 arceneaux 1 n. 阿西诺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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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rrangement 1 [ə'reindʒmənt] n.布置；整理；准备

31 art 1 n.（包括雕塑、绘画、音乐等的）艺术，美术；美术（作）品；艺品（作）品；（表演）艺术；技术，技巧； adj.艺术
的；艺术品的；具有艺术性的 v.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，过时用法

32 artificial 3 [,ɑ:ti'fiʃəl] adj.人造的；仿造的；虚伪的；非原产地的；武断的

33 a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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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ssert 1 [ə'sə:t] vt.维护，坚持；断言；主张；声称

35 assistant 1 [ə'sistənt] n.助手，助理，助教 adj.辅助的，助理的；有帮助的

36 astronaut 2 ['æstrənɔ:t] n.宇航员，航天员；太空旅行者

37 astronauts 1 ['æstrənɔː ts] n.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.

38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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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 auk 4 [ɔ:k] n.[鸟]海雀（北极海鸟的一种）

40 Australia 17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41 Australian 1 [ɔ:'streɪljən] adj.澳大利亚的，澳大利亚人的 n.澳大利亚人

42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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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awesome 1 [英['ɔː s(ə)m] 美['ɔsəm]] adj.令人敬畏的；使人畏惧的；可怕的；极好的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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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alconies 1 ['bælkəni] n. 阳台；楼座；包厢

46 balloon 2 [bə'lu:n] vi.激增；膨胀如气球 n.气球 vt.使像气球般鼓起；使激增 adj.像气球般鼓起的 n.(Balloon)人名；(法)巴隆

47 be 6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8 because 4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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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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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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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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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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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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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bemuse 1 [bi'mju:z] vt.使发呆；使茫然；使困惑

57 bespangle 1 [bi'spæŋgl] vt.以小亮片装饰

58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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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biden 2 n. 拜登(姓氏)

61 big 3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62 billionaire 1 [,biljə'nεə] n.亿万富翁

63 biplane 1 ['baiplein] n.复翼飞机，双翼飞机

64 bland 1 [blænd] adj.乏味的；温和的；冷漠的 vt.使…变得淡而无味；除掉…的特性 vi.变得平淡无奇；丧失特性 n.(Bland)人名；
(英)布兰德

65 blasted 1 ['blɑ:stid, 'blæstid] adj.枯萎的；被害的；被咒的

66 bond 1 n.债券；结合；约定；粘合剂；纽带 vi.结合，团结在一起 vt.使结合；以…作保 n.(Bo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西、刚(金)、瑞
典)邦德

67 boring 1 ['bɔ:riŋ] adj.无聊的；令人厌烦的 n.钻孔 v.钻孔；使厌烦；挖空（bore的ing形式） n.(Bo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博林

68 both 1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69 brag 1 [bræg] n.吹牛，自夸 vi.吹牛，自夸 vt.吹牛，吹嘘 n.(Brag)人名；(瑞典)布拉格

70 breathtaking 1 ['breθ,teikiŋ] adj.惊人的；惊险的；令人激动的

71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72 British 1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73 broadcasting 1 ['brɔ:d,kɑ:stiŋ, -,kæstiŋ] n.播放；广播节目 v.广播（broadcas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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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building 2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76 b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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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by 5 prep.通过；被；依据；经由；在附近；在……之前 adv.通过；经过；附近；[互联网]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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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ca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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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capabilities 2 [ˌkeɪpə'bɪləti] n. 能力；才能；性能；容量

81 capacity 1 [kə'pæsəti] n.能力；容量；资格，地位；生产力

82 capsule 1 ['kæpsju:l] n.胶囊；[植]蒴果；太空舱；小容器 adj.压缩的；概要的 vt.压缩；简述

83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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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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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 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
87 ceiling 1 ['si:liŋ] n.天花板；上限

88 change 2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89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90 china 7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91 Chinese 2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92 chris 1 [kris] n.克里斯（男子名）；克莉丝（女子名）

93 city 3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94 civilian 8 [si'viljən] adj.民用的；百姓的，平民的 n.平民，百姓

95 civilians 2 n. 平民；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.

96 claiming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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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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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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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closer 1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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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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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colleagues 1 英 ['kɒliː ɡ] 美 ['kɑ lːiː ɡ] n. 同事

104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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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c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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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communist 1 ['kɔmjunist] n.共产党员；共产主义者 adj.共产主义的

108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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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compound 1 n.[化学]化合物；混合物；复合词 adj.复合的；混合的 v.合成；混合；恶化，加重；和解，妥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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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113 contemplation 1 [,kɔntem'pleiʃən] n.沉思；注视；意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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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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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cooperation 1 [kəu,ɔpə'reiʃən] n.合作，协作；[劳经]协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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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rporation 1 n.公司；法人（团体）；社团；市政当局

119 correspondent 2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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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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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countries 3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23 countr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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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course 2 n.科目；课程；过程；进程；道路；路线，航向；一道菜 vt.追赶；跑过 vi.指引航线；快跑

125 crane 4 [krein] n.吊车，起重机；鹤 vi.伸着脖子看；迟疑，踌躇 vt.用起重机起吊；伸长脖子 n.(Crane)人名；(意、葡)克拉内；
(英、法、西)克兰

126 crazy 1 ['kreizi] adj.疯狂的；狂热的，着迷的

127 crew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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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criticized 1 ['krɪtɪsaɪz] v. 批评；挑剔；评论；非难；吹毛求疵

129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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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cyber 1 ['saɪbə] pref. 电脑的；网络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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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dangled 1 ['dæŋɡl] v. 摇晃；悬垂；挂着；追求 n. 摇摆；摇摆物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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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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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deemed 1 [diː m] v. 认为；视作

136 deeper 1 ['diː pə] adj. 更深 形容词deep的比较级形式.

137 deepest 1 [diː p] adj. 深的；深刻的；深奥的；深切的 adv. 深深地 n. 深处

138 defense 3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
139 deploy 1 [di:'plɔi] vt.配置；展开；使疏开 vi.部署；展开 n.部署

140 depths 1 [depθs] n.深处；深渊

141 description 1 [di'skripʃən] n.描述，描写；类型；说明书

142 detection 1 [di'tekʃən] n.侦查，探测；发觉，发现；察觉

143 determination 1 n.决心；果断；测定

144 deterrent 1 [di'terənt] adj.遏制的，威慑的；制止的 n.威慑；妨碍物；挽留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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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47 dimensional 1 [di'menʃənəl, dai-] adj.空间的；尺寸的

148 discouragement 1 [dis'kʌridʒmənt] n.气馁；挫折；劝阻

149 discuss 1 [dis'kʌs] vt.讨论；论述，辩论

150 dive 1 ['di:vei, daiv] vi.潜水；跳水；俯冲；急剧下降 n.潜水；跳水；俯冲；扑 n.(Dive)人名；(法)迪夫

151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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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doctor 1 vt.修理；篡改，伪造；为…治病；授以博士学位 n.医生；博士 vi.就医；行医

153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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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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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6 door 1 [dɔ:] n.门；家，户；门口；通道 n.(Door)人名；(英)多尔

157 dr 1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158 Dreams 1 [driː mθ] n. 梦想 名词dream的复数形式.

159 duck 1 [dʌk] n.鸭子；鸭肉；（英）宝贝儿；零分 vi.闪避；没入水中 vt.躲避；猛按…入水 n.(Duck)人名；(德、葡、匈)杜克

160 each 1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161 earth 2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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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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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elevate 1 ['eliveit] vt.提升；举起；振奋情绪等；提升…的职位

165 elevators 1 ['elɪveɪtəz] 电梯

166 embark 1 [em'bɑ:k, im-] vi.从事，着手；上船或飞机 vt.使从事；使上船

167 employee 1 [,emplɔi'i:, em'plɔii:] n.雇员；从业员工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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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ensure 1 [in'ʃuə] vt.保证，确保；使安全

170 entered 1 ['entə(r)d] adj. 进入的 动词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71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72 evade 1 [i'veid] vt.逃避；规避；逃脱 vi.逃避；规避；逃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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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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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176 except 1 [ik'sept] vt.不计；把…除外 vi.反对 prep.除…之外 conj.除了；要不是

177 execute 1 ['eksikju:t] vt.实行；执行；处死

178 exhibit 1 [ig'zibit] vt.展览；显示；提出（证据等） n.展览品；证据；展示会 vi.展出；开展览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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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extraordinary 3 adj.非凡的；特别的；离奇的；特派的

181 eyes 2 n.眼睛（eye的复数） n.(Eyes)人名；(英)艾斯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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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famil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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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fangled 1 ['fæŋgəld] adj.新流行的（新奇的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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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fayette 1 n. 费耶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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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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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feel 4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190 few 2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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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firs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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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flight 2 [flait] n.飞行；班机；逃走 vt.射击；使惊飞 vi.迁徙 n.(Flight)人名；(英)弗莱特

194 floo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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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fly 1 [flai] vi.飞；驾驶飞机；飘扬 vt.飞行；飞越；使飘扬 n.飞行；苍蝇；两翼昆虫 adj.敏捷的 n.(Fly)人名；(法)弗利；(英)弗莱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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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for 11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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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Fridays 1 ['fraidiz] adv.于星期五 n.星期五（Friday的复数）

202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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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205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206 geopolitics 1 [,dʒi（:）əu'pɔlitiks] n.地缘政治学；地理政治论

207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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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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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glass 2 [glɑ:s, glæs] n.玻璃；玻璃制品；镜子 vt.反映；给某物加玻璃 vi.成玻璃状 n.(Gl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)格拉斯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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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golden 1 ['gəuldən] adj.金色的，黄金般的；珍贵的；金制的 n.(Golden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、德、瑞典)戈尔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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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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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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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Greater 1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
217 grit 1 [grit] vt.研磨；在…上铺砂砾，覆以砂砾；咬紧牙关 vi.摩擦作声 n.粗砂，砂砾砂砾，粗砂石；勇气；决心 n.(Grit)人名；
(德)格里特；(法)格里

218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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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9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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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guarded 1 ['gɑ:did] adj.谨慎的；被监视着的；警戒着的；被看守著的 v.保卫，看守（guard的过去式）

222 guys 1 [ɡaɪ] n. 家伙；(男)人 n. 拉索；牵索 vt. 嘲笑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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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4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225 has 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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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228 hayley 2 ['heili] n.海莉（女子名）

229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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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height 1 [hait] n.高地；高度；身高；顶点

231 Heights 1 n.高度（电影名）

232 hel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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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here 4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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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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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237 him 2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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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historic 1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
240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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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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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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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host 1 [həust] n.[计]主机；主人；主持人；许多 vt.主持；当主人招待 vi.群集；做主人

245 hot 2 [hɔt] adj.热的；辣的；热情的；激动的；紧迫的 adv.热；紧迫地 vi.变热 vt.增加；给…加温 n.(Hot)人名；(塞)霍特；(法)奥
特

246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247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248 hugging 1 [hʌɡ] v. 拥抱；紧抱；抱有；挨着 n. 拥抱；紧抱

249 ideological 1 [,aidiəu'lɔdʒikəl, ,id:-,-ik] adj.思想的；意识形态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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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in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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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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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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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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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incredible 1 adj.难以置信的，惊人的；极好的

257 incredibly 1 [in'kredəbli] adv.难以置信地；非常地

258 Indian 1 ['indiən] adj.印度的；印第安人的；印第安语的 n.印度人；印第安人；印第安语

259 indo 3 abbr.间略微分重叠法（IntermediateNeglectofDifferentialOverlap） n.(Indo)人名；(意)因多

260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261 innovation 1 [,inəu'veiʃən] n.创新，革新；新方法

262 instructing 1 [ɪn'strʌkt] v. 教；命令；指导；[计] 指示

263 intelligence 1 n.智力；情报工作；情报机关；理解力；才智，智慧；天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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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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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into 2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
266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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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Iowa 1 ['aiəwə] n.爱荷华州（美国州名）

269 is 1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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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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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it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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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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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275 jared 1 ['dʒeirid] n.杰瑞德（男子名）

276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277 Johnson 1 ['dʒɔnsən] n.约翰逊（姓氏）

278 join 1 [dʒɔin] vt.参加；结合；连接 vi.加入；参加；结合 n.结合；连接；接合点 n.(Join)人名；(法)茹安

279 joint 1 [dʒɔint] n.关节；接缝；接合处，接合点；（牛，羊等的腿）大块肉 adj.共同的；连接的；联合的，合办的 vt.连接，贴
合；接合；使有接头 vi.贴合；生节 n.(Joint)人名；(法)茹安

280 journey 2 ['dʒə:ni] n.旅行；行程 vi.旅行 n.(Journey)人名；(英)朱尼，朱妮(女名)

281 Jude 1 [dʒu:d] n.犹大书（圣经新约的一书）

282 just 4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283 kept 2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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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kingdom 3 ['kiŋdəm] n.王国；界；领域 n.(Kingdom)人名；(英)金德姆

286 know 6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287 knowledge 1 ['nɔlidʒ] n.知识，学问；知道，认识；学科 n.(Knowledge)人名；(南非)诺利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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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launch 2 [lɔ:ntʃ, lɑ:ntʃ] vt.发射（导弹、火箭等）；发起，发动；使…下水 vi.开始；下水；起飞 n.发射；发行，投放市场；下
水；汽艇

290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291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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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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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likely 2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295 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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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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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lockheed 1 n.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（世界军用飞机市场的领军企业）；洛克希勒（人名）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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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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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lo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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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ucky 1 ['lʌki] adj.幸运的；侥幸的

303 mad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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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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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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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5 many 5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306 martin 1 ['mɑ:tin] n.紫崖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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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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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me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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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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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member 4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312 mentality 1 [men'tæləti] n.心态；[心理]智力；精神力；头脑作用

313 message 1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
314 met 1 [met] v.遇见（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et)人名；(瑞典)梅特

315 metals 1 ['metlz] n. 五金 名词metal的复数形式.

316 military 5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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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minister 1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319 ministers 1 英 ['mɪnɪstə(r)] 美 ['mɪnɪstər] n. 外交使节；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. 照顾；给予帮助

320 mirrors 2 英 ['mɪrə(r)] 美 ['mɪrər] n. 镜子；反映 vt. 反映；反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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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missions 1 ['mɪʃn] n. 使命；代表团；任务；布道

323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24 mor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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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Morrison 3 ['mɔrisn] n.莫里森（姓氏）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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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mostly 1 ['məustli] adv.主要地；通常；多半地

328 move 2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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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m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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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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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names 1 [neɪmz] n.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.

333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334 navy 1 ['neivi] n.海军 深蓝色的

335 necessarily 1 ['nesəsərəli, ,nesə'serəli] adv.必要地；必定地，必然地

336 neighborhood 1 n.附近；街坊；接近；街区

337 nervous 1 ['nə:vəs] adj.神经的；紧张不安的；强健有力的

338 new 7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339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340 no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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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none 1 [nʌn] pron.没有人；一个也没有；没有任何东西 adj.没有的，一点没有的 adv.决不，一点也不 n.(None)人名；(葡、罗)诺
内；(日)野根(姓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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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not 12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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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nuclear 7 ['nju:kliə, 'nu:-] adj.原子能的；[细胞]细胞核的；中心的；原子核的

346 observatories 1 英 [əb'zɜːvətri] 美 [əb'zɜ rːvətɔː ri] n. 天文台；气象台；了望台

347 oceans 1 ['əʊʃnz] n. 大洋

348 of 2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49 off 2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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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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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O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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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onboard 1 ['ɔn'bɔ:d] adv.在船上；在飞机上；在板上 adj.随车携带的

355 one 7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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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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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opportunity 2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
359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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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orbit 1 ['ɔ:bit] n.轨道；眼眶；势力范围；生活常规 vi.盘旋；绕轨道运行 vt.绕…轨道而行

361 orbiting 2 ['ɔː bɪtɪŋ] n. 轨道运行；旋转运动；转圈 动词orbit的现在分词.

362 ordinary 2 ['ɔ:dinəri, -neri-] adj.普通的；平凡的；平常的 n.普通；平常的人（或事）

363 orthopedic 1 [ɔ:θəu'pi:dik] adj.整形外科的（等于orthopaedic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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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366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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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outcome 1 ['autkʌm] n.结果，结局；成果

369 outdoor 1 ['əutdɔ:] adj.户外的；露天的；野外的（等于out-of-door）

370 ov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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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overhead 1 adv.在头顶上；在空中；在高处 adj.高架的；在头上的；在头顶上的 n.天花板；[会计]经常费用；间接费用；吊脚
架空层

372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373 pacific 4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
374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375 pains 1 [peinz] n.[临床]疼痛；千辛万苦；悲叹（pain的复数形式） v.使痛苦（p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76 par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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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378 partnership 6 ['pɑ:tnəʃip] n.合伙；[经管]合伙企业；合作关系；合伙契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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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
381 pave 1 [peiv] vt.铺设；安排；作铺设之用 n.(Pave)人名；(西、塞)帕韦

382 payload 1 ['pei,ləud] n.（导弹、火箭等的）有效载荷，有效负荷；收费载重，酬载；（工厂、企业等）工资负担

383 payloads 1 ['peɪləʊdz] 有效载荷

384 peace 2 [pi:s] n.和平；平静；和睦；秩序 n.(Peace)人名；(英)皮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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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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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personally 1 ['pə:sənəli] adv.亲自地；当面；个别地；就自己而言

388 physician 1 [fi'ziʃən] n.[医]医师；内科医师
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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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planes 1 [pleɪns] n. 位面；飞机 名词plane的复数形式.

391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392 points 1 [英[pɒɪnts] 美[pɔints]] n.点；目的（point的复数）；见解 v.指引；瞄准（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oints)人名；(英)波因
茨

393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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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4 possess 1 vt.控制；使掌握；持有；迷住；拥有，具备

395 pow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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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powered 1 ['pauəd] adj.有动力装置的；以…为动力的 n.促进（power的过去分词）；给…提供动力

397 Powers 1 n.能天使；力天使

398 prejudice 1 ['predʒudis] n.偏见；侵害 vt.损害；使有偏见

399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400 pressure 4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401 pr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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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403 proctor 1 n.代理人；学监；监考员 vt.监督

404 professional 1 [prə'feʃənəl] adj.专业的；职业的；职业性的 n.专业人员；职业运动员

405 propelled 1 [prə'peld] adj. 推进的 动词prop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06 propulsion 1 [prəu'pʌlʃən] n.推进；推进力

407 proud 1 [praud] adj.自豪的；得意的；自负的 n.(Proud)人名；(英)普劳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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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put 2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410 putting 1 ['putiŋ] n.投掷；（高尔夫球）打球入洞 v.放置（put的ing形式）；轻击球；使球入洞的轻击（put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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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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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rachel 2 ['reitʃəl] n.雷切尔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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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re 3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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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really 3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418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419 reflections 1 [rɪ'flekʃənz] n. 反光；感想 名词reflection的复数形式.

420 reflects 1 [rɪ'flekt] v. 反映；反射；反省；归咎；显示

421 region 5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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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resilience 1 [ri'ziliəns, -jəns] n.恢复力；弹力；顺应力

424 responsibility 2 [ri.spɔnsə'biliti] n.责任，职责；义务

425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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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7 right 3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428 rocket 1 ['rɔkit] vi.飞驰，飞快地移动；迅速增加 n.火箭 vt.用火箭运载

429 rooster 1 ['ru:stə] n.公鸡；狂妄自负的人

4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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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1 said 2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
拉伯)赛义德

432 Saturday 1 ['sætədi; -dei] n.星期六

433 say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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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saying 2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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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5 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36 scheduled 1 英 ['ʃedju lːd] 美 ['skedʒəld] adj. 预定的；预先安排的 动词schedu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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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8 Scott 2 [skɔt] n.斯科特（男子名）

439 scrape 1 [skreip] n.刮掉；擦痕；困境；刮擦声 vt.刮；擦伤；挖成 vi.刮掉；刮出刺耳声

440 scraping 1 ['skreipiŋ] n.刮削下的碎屑；刮擦声；抹去 adj.刮擦的；吝啬的 v.刮，擦（scrape的现在分词）

441 sea 3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442 seasoned 2 ['si:zənd] adj.经验丰富的；老练的；调过味的

443 seats 1 ['siː ts] n.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.

4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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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secretary 1 ['sekrətəri] n.秘书；书记；部长；大臣

446 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447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
448 sensitive 1 adj.敏感的；感觉的；[仪]灵敏的；感光的；易受伤害的；易受影响的 n.敏感的人；有灵异能力的人

449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450 serves 1 英 [sɜːv] 美 [sɜ rː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
451 servic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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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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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3 seventh 1 ['sevənθ] n.第七；七分之一 adj.第七的；七分之一的 adv.居第七位地

454 shake 1 vt.动摇；摇动；震动；握手 vi.动摇；摇动；发抖 n.摇动；哆嗦

455 share 3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
456 sheep 1 [ʃiː p] n.羊，绵羊；胆小鬼

457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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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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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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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1 showers 1 英 ['ʃaʊə(r)] 美 ['ʃaʊər] n. 淋浴；阵雨；送礼会；(大量)涌泻 v. 冲(淋浴)；下(阵雨)；倾注

462 Sian 1 ['ʃi:'ɑ:n] n.西安（陕西省的省会）

463 sides 1 [saɪdz] n.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.

464 sight 1 [sait] n.视力；景象；眼界；见解 vt.看见；瞄准 vi.瞄准；观看 adj.见票即付的；即席的

465 significant 1 [sig'nifikənt] adj.重大的；有效的；有意义的；值得注意的；意味深长的 n.象征；有意义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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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skip 1 [skip] vi.跳跃；跳绳；遗漏；跳读 vt.跳过；遗漏 n.跳跃；跳读 n.(Skip)人名；(英)斯基普

468 sky 2 [skai] n.天空；顶点 vt.把…投向空中；把…挂得过高 vi.踢或击高空球；把桨叶翘得过高；飞涨 n.(Sky)人名；(英)斯凯

469 skyscraper 1 ['skai,skreipə] n.摩天楼，超高层大楼；特别高的东西

470 skyscrapers 1 ['skai̩ skreipəz] 摩天楼

471 sleep 1 [sli:p] vi.睡，睡觉 n.睡眠 n.(Sleep)人名；(英)斯利普

472 smoke 1 [sməuk] n.烟；抽烟；无常的事物 vi.冒烟，吸烟；抽烟；弥漫 vt.吸烟；抽

473 so 9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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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4 soaring 1 ['sɔ:riŋ] adj.翱翔的；高耸的；猛增的 v.高耸（soar的现在分词形式）；高飞；猛增

475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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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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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7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478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479 sore 1 [sɔ:] adj.疼痛的，痛心的；剧烈的，极度的；恼火的，发怒的；厉害的，迫切的 n.溃疡，痛处；恨事，伤心事 n.(Sore)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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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；(法)索尔；(意)索雷

4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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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1 space 5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482 spaceflight 1 英 ['speɪsflaɪt] 美 ['speɪsˌflaɪt] n. 航天；宇宙飞行

483 spacex 5 n.太空探索技术公司（美国的太空运输公司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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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5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486 stability 2 [stə'biliti] n.稳定性；坚定，恒心

4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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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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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ories 1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491 story 1 ['stɔ:ri] n.故事；小说；新闻报道；来历；假话 vt.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.说谎 n.(Story)人名；(英)斯托里

492 stress 1 [stres] n.压力；强调；紧张；重要性；重读 vt.强调；使紧张；加压力于；用重音读 n.(Stress)人名；(意)斯特雷斯

493 submarine 1 ['sʌbməri:n, ,sʌbmə'ri:n] n.潜水艇；海底生物 adj.海底的；水下的 vt.用潜水艇攻击 vi.在下疾行；在下滑动

494 submarines 5 ['sʌbməriː nz] n. 潜艇 名词submarine的复数形式.

495 subway 1 ['sʌbwei] n.地铁；地道 vi.乘地铁

496 successful 1 [sək'sesful] adj.成功的；一帆风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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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8 summit 3 ['sʌmit] n.顶点；最高级会议；最高阶层 adj.最高级的；政府首脑的

499 surgeon 1 ['sə:dʒən] n.外科医生 n.(Surgeon)人名；(法)叙尔容

500 surrounding 1 [sə'raundiŋ] adj.周围的，附近的 n.环境，周围的事物

501 survive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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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2 Sydney 1 ['sidni] n.悉尼（澳大利亚港市）

5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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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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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5 teacher 1 ['ti:tʃə] n.教师；导师 n.(Teacher)人名；(英)蒂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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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7 technicians 1 [teknɪSəs] n. 技术员 名词technician的复数形式.

508 technology 2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509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510 term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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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1 texted 1 text（发短信）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

5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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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3 thankful 1 ['θæŋkful] adj.感谢的；欣慰的

514 that 3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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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5 the 8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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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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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8 theme 1 [θi:m] n.主题；主旋律；题目 adj.以奇想主题布置的

5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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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0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21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22 think 6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5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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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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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4 this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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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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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6 though 2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527 three 5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528 through 1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529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5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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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1 to 4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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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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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togethe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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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4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535 tomorrow 1 [tə'mɔrəu, -'mɔ:-] n.明天；未来 adv.明天；未来地（等于to-morrow）

536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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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8 travelers 3 [t'rævlərz] 旅游者

539 trilateral 1 [,trai'lætərəl] adj.有三边的 n.三角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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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1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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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uk 6 [ˌju 'ːkeɪ] abbr. 英国(=United Kingdom)

544 undermines 1 英 [ˌʌndə'maɪn] 美 [ˌʌndər'maɪn] vt. 逐渐削弱；暗中损害；在...下挖；从根基处损害

545 underwater 1 ['ʌndə'wɔ:tə] adj.在水中的；水面下的 adv.在水下 n.水下

546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547 unique 2 [ju:'ni:k] adj.独特的，稀罕的；[数]唯一的，独一无二的 n.独一无二的人或物 n.(Unique)人名；(英)尤妮克

548 united 7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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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0 up 5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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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2 us 1 pron.我们

5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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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4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555 valley 1 ['væli] n.山谷；流域；溪谷 n.(Valley)人名；(英)瓦利；(法)瓦莱

556 Vanderbilt 2 ['vændəbilt] n.范德比尔特（姓氏）

557 vantage 1 ['vɑ:ntidʒ] n.优势；有利情况

558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59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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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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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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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2 views 2 [v'juːz] n. 见解 名词view的复数形式.

563 visualize 1 ['vizjuəlaiz] vt.形象，形象化；想像，设想 vi.显现

5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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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5 war 2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566 warfare 1 ['wɔ:fεə] n.战争；冲突

567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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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9 watching 2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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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0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571 Watson 3 n.沃森（姓氏）；华生

5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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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3 w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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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4 weapons 5 n.武器（weapon的复数）；武装切换；斗争工具 v.武装（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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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6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577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578 weekend 1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
579 we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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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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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1 west 1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582 w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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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3 whe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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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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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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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6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587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5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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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9 with 9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5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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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1 word 2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
592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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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4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595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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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7 York 2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598 you 26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599 your 4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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