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09-20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11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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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to 4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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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in 3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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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and 3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6 it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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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that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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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this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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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we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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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is 1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1 strike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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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O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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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t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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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 an 1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5 people 1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6 they 1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7 was 1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8 ar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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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were 10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0 cnn 9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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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migrants 9 ['maɪɡrənts] 移民

23 military 9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24 bu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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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had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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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hav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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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re 8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8 Rio 8 ['ri:əu] n.里约（巴西共和国的旧首都）

29 texas 8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30 del 7 [del] n.删除文件；[数]倒三角形 n.(Del)人名；(匈)戴尔；(柬)德

31 Flores 7 ['flɔ:riz] n.升华产物 n.(Flores)人名；(德、意、西、葡、罗)弗洛雷斯；(英)弗洛里斯

32 for 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33 has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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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mo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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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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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who 7 pron.谁；什么人

37 will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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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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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you 7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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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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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border 6 ['bɔ:də] n.边境；边界；国界 vt.接近；与…接壤；在…上镶边 vi.接界；近似 n.(Border)人名；(英)博德

42 civilians 6 n. 平民；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.

43 Mexico 6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44 now 6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45 officials 6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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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than 6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后）；
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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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administration 5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50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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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biden 5 n. 拜登(姓氏)

52 general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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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Haiti 5 ['heiti] n.海地

54 how 5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55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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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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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took 5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58 ve 5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9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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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Afghanistan 4 [æf'gænistæn] n.阿富汗（国家名称，位于亚洲）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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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bridge 4 [bridʒ] n.桥；桥牌；桥接器；船桥 vt.架桥；渡过 n.(Bridge)人名；(英)布里奇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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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drone 4 n.雄蜂；嗡嗡的声音；懒惰者 n.无人机（非正式） vi.嗡嗡作声；混日子 vt.低沉地说 n.n.(Drone)人名；(法)德罗纳

65 haitians 4 n.海地人（Haitian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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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intelligence 4 n.智力；情报工作；情报机关；理解力；才智，智慧；天分

68 Isis 4 ['aisis] n.伊希斯（古埃及的丰饶女神）

69 killed 4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70 mal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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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mayor 4 ['mεə] n.市长 n.(Mayor)人名；(英)梅厄；(法、西、俄)马约尔

72 mckenzie 4 麦肯齐（人名） 马更些（地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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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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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ov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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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seen 4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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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terrorist 4 ['terərist] n.恐怖主义者，恐怖分子

79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80 three 4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81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82 unidentified 4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83 united 4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84 u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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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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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87 Afghan 3 ['æfgæn] n.阿富汗语；阿富汗人 adj.阿富汗人的；阿富汗的

88 aide 3 [eid] n.助手；副官；侍从武官 n.(Aide)人名；(葡)艾德

89 America 3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90 attack 3 [ə'tæk] n.攻击；抨击；疾病发作 vt.攻击；抨击；动手干 vi.攻击；腐蚀 n.(Attack)人名；(瑞典)阿塔克

91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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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calling 3 ['kɔ:liŋ] n.职业；欲望；点名；召集；邀请 v.召；呼唤（call的现在分词）；称之为

93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94 children 3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95 CIA 3 [ˌsiː aɪ'eɪ] abbr. 中央情报局(=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)

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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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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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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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ever 3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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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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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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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hundreds 3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104 inaudible 3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
105 international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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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int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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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lo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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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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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mistake 3 [mi'steik] n.错误；误会；过失 vt.弄错；误解 vi.弄错；误解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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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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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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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14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15 s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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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southern 3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117 space 3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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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though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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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0 time 3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121 Weeks 3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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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with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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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worker 3 ['wə:kə] n.工人；劳动者；职蚁 n.(Worker)人名；(英)沃克

126 accordi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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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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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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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airport 2 ['εəpɔ:t] n.机场；航空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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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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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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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apologizing 2 英 [ə'pɒlədʒaɪz] 美 [ə'pɑ lːədʒaɪz] vi. 道歉；赔罪

135 arc 2 [ɑ:k] n.弧（度）；弧光（全称electricarc）；弧形物；天穹 adj.圆弧的；反三角函数的 vt.形成电弧；走弧线 n.(Arc)人名；
(法)阿尔克

136 arch 2 [ɑ:tʃ] n.弓形，拱形；拱门 adj.主要的 vt.使…弯成弓形；用拱连接 vi.拱起；成为弓形 n.(Arch)人名；(德)阿尔希；(英)阿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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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asked 2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139 Augus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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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authorities 2 [ɔː 'θɒrɪtɪs] n. 当局；官方 名词authority的复数形式.

141 ba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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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43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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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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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camp 2 [kæmp] vi.露营；扎营 vt.扎营；使扎营 n.露营 n.(Camp)人名；(英)坎普；(瑞典)坎普；(法)康

147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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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car 2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149 civilian 2 [si'viljən] adj.民用的；百姓的，平民的 n.平民，百姓

150 completed 2 [kəm'pliː 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51 connects 2 [kə'nekt] v. 连接；接通；联系

152 corolla 2 [kə'rɔlə] n.[植]花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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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cre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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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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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critics 2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57 days 2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158 de 2 [di:] abbr.判定元件（DecisionElement） n.(De)人名；(朝)大

159 deportation 2 [,di:pɔ:'teiʃən] n.驱逐出境；放逐

160 determined 2 [di'tə:mind] adj.决定了的；坚决的 v.决定；断定（determine的过去分词）

161 disasters 2 [dɪ'zɑːstəz] 灾害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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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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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earthquake 2 ['ə:θkweik] n.地震；大动荡

165 effort 2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66 entered 2 ['entə(r)d] adj. 进入的 动词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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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68 everyday 2 ['evridei] adj.每天的，日常的 n.平时；寻常日子

169 famil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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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Feder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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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fin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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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flights 2 [flaɪt] n. 飞行；航班；镖尾；逃走，逃离，溃逃

173 frank 2 [fræŋk] adj.坦白的，直率的；老实的 n.免费邮寄特权 vt.免费邮寄

174 Friday 2 ['fraidi] n.星期五

175 going 2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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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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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government 2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79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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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horrible 2 ['hɔrəbl] adj.可怕的；极讨厌的

182 illegally 2 [i'li:gəli] adv.非法地

183 incident 2 ['insidənt] n.事件，事变；插曲 adj.[光]入射的；附带的；易发生的，伴随而来的

184 including 2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85 increa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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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inside 2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187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88 knew 2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
189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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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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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li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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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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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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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marquardt 2 马夸特(奶粉溶解度)测定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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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migrant 2 ['maigrənt] n.候鸟；移居者；随季节迁移的民工 adj.移居的；流浪的

198 mill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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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mistakes 2 [mɪ'steɪk] n. 错误；误会；过失 v. 误解；弄错

200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01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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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204 protected 2 [prə'tektid] adj.受保护的 v.保护；防卫（protect的过去分词）

205 raise 2 [reiz] vt.提高；筹集；养育；升起 vi.上升 n.高地；上升；加薪 n.(Raise)人名；(英)雷兹

206 reason 2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207 resources 2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208 righteous 2 ['raitʃəs] adj.正义的；正直的；公正的

209 Rosa 2 ['rəuzə] n.罗莎（女子名）

210 saying 2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211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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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 shift 2 [ʃift] n.移动；变化；手段；轮班 vi.移动；转变；转换 vt.转移；改变；替换

213 similar 2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214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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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st 2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216 status 2 n.地位；状态；情形；重要身份

217 struck 2 adj.受罢工影响的 v.罢工，打击，撞击（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truck)人名；(英)斯特拉克；(瑞典)斯特鲁克；
(德)施特鲁克

218 sure 2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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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target 2 n.目标，指标；（攻击的）对象；靶子 v.把...作为目标；面向，对准（某群体） n.（Target）美国塔吉特公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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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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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thousands 2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224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225 to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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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Toyota 2 ['təujəutə] n.日本丰田汽车（公司名）

227 tragic 2 ['trædʒik] adj.悲剧的；悲痛的，不幸的

228 triomphe 2 n.（法语）凯旋

229 troops 2 n.[军]部队；[军]军队（troop的复数形式）

230 under 2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231 understand 2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232 undocumented 2 [,ʌn'dɔkjumentid] adj.无事实证明的；无正式文件的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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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warn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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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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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went 2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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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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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wrapped 2 [ræpt] adj.有包装的 v.包裹；覆盖（wrap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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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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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abrupt 1 [ə'brʌpt] adj.生硬的；突然的；唐突的；陡峭的

243 acceptable 1 [ək'septəbl] adj.可接受的；合意的；可忍受的

244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245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246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247 addressed 1 [ə'dresd] adj. 标记地址的 动词addr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48 admitted 1 [əd'mitid] adj.公认的；被承认了的 v.承认（admit的过去分词）

249 admitting 1 [əd'mɪtɪŋ] v. 接纳(导入)；承认（动词admit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250 adults 1 [æ'dʌlts] n. 成年人；成年动物；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

251 afterward 1 ['ɑ:ftəwəd, 'æf-] adv.以后，后来

252 ahmadi 1 n.(Ahmadi)人名；(阿拉伯)艾哈迈迪

253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254 alarm 1 n.闹钟；警报，警告器；惊慌 vt.警告；使惊恐

255 Alexander 1 [,ælig'za:ndə] n.亚历山大（男子名）

256 allow 1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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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7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258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259 altitude 1 n.高地；高度；[数]顶垂线；（等级和地位等的）高级；海拔

260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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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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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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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265 apology 1 [ə'pɔlədʒi] n.道歉；谢罪；辩护；勉强的替代物

266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267 appreciate 1 [ə'pri:ʃieit] vt.欣赏；感激；领会；鉴别 vi.增值；涨价

268 armed 1 [ɑ:md] adj.武装的；有扶手的；有防卫器官的（指动物） n.(Armed)人名；(科摩)阿米德

2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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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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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assassinated 1 英 [ə'sæsɪneɪt] 美 [ə'sæsəneɪt] v. 暗杀，行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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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autonomous 1 [ɔ:'tɔnəməs] adj.自治的；自主的；自发的

274 basil 1 ['bæzil] n.罗勒属植物（用于调味）；斜刃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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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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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279 better 1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
好 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280 billionaire 1 [,biljə'nεə] n.亿万富翁

281 birth 1 [bɑ:θ] n.出生；血统，出身；起源

282 blue 1 n.蓝色；[复数]（美国海、陆、空三军穿的）蓝色制服；蓝颜料；[theblue(s)][用作单数或复数]布鲁斯（歌曲）（一种伤
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.蓝色的；沮丧的，忧郁的；下流的 vt.把…染成蓝色；使成蓝色；给…用上蓝剂；用上蓝剂于 vi.变成
蓝色，呈蓝色 n.（英、西、意）布卢（人名）

283 bodies 1 英 ['bɒdi] 美 ['bɑːdi] n. 身体；主体；正文；主要部分；尸体；躯体；团体 v. 赋…以形体

284 bomb 1 [bɔm] vt.轰炸，投弹于 vi.轰炸，投弹；失败 n.炸弹

285 bomber 1 ['bɔmə] n.轰炸机；投弹手

286 bombings 1 ['bɒmɪŋz] 轰炸

287 boost 1 [bu:st] vt.促进；增加；支援 vi.宣扬；偷窃 n.推动；帮助；宣扬 n.(Boost)人名；(英)布斯特；(德)博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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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Brandenburg 1 ['brændənbə:g] n.勃兰登堡（德国城市）

290 Bruno 1 ['bru:nəu] n.布鲁诺（男子名）

291 buses 1 ['bʌsiz] n.公共汽车（bus的复数形式） v.乘公共汽车；用公共汽车运送（bu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292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293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294 capital 1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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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Caribbean 1 [kæri'bi(:)ən] adj.加勒比人的；加勒比海的；加勒比语的 n.加勒比海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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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casualties 1 n. 人员伤亡

299 catch 1 [kætʃ] vt.赶上；抓住；感染；了解 vi.赶上；抓住 n.捕捉；捕获物；窗钩

300 cathedral 1 [kə'θi:drəl] n.大教堂

301 centcom 1 n. 中央总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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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303 Cezanne 1 n.塞尚（男子名）

304 challenges 1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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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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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charge 1 [tʃɑ:dʒ] n.费用；电荷；掌管；控告；命令；负载 vt.使充电；使承担；指责；装载；对…索费；向…冲去 vi.充电；控
告；索价；向前冲；记在账上 n.(Charge)人名；(法)沙尔热；(英)查奇

308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
除；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309 combat 1 ['kɔmbæt, kəm'bæt] vt.反对；与…战斗 vi.战斗；搏斗 n.战斗；争论 adj.战斗的；为…斗争的 n.(Combat)人名；(法)孔巴

3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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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1 command 1 [kə'mɑ:nd] vi.命令，指挥；控制 vt.命令，指挥；控制；远望 n.指挥，控制；命令；司令部 n.(Command)人名；(法)
科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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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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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completion 1 [kəm'pli:ʃən] n.完成，结束；实现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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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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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conflict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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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considering 1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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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contributed 1 [kən'trɪbju tː] vt. 捐助；投稿 vi. 投稿；贡献；是原因之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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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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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counted 1 [kaʊnt] v. 计算；视为；依赖；重要，有价值 n. 计数；总数 n. 伯爵（欧洲国家的贵族头衔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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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county 1 ['kaunti] n.郡，县

327 couple 1 ['kʌpl] n.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结合；成婚 vt.结合；连接；连合 n.(Couple)人名；(法)库普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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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creek 1 [kri:k] n.小溪；小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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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crossing 1 ['krɔ:siŋ] n.十字路口；杂交；横渡；横道 v.横越（cross的现在分词）

332 crossings 1 [k'rɒsɪŋz] 交叉口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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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customs 1 ['kʌstəmz] n.海关；风俗（custom的复数）；习惯；关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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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337 decided 1 adj.明确的；显然的；坚决的，果断的 vt.决定（decide的过去式）

338 democrat 1 ['deməkræt] n.民主党人；民主主义者；民主政体论者

339 denied 1 [dɪ'naɪəd] adj. 被否认的；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40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341 desperate 1 ['despərət] adj.不顾一切的；令人绝望的；极度渴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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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determine 1 v.（使）下决心，（使）做出决定 vt.决定，确定；判定，判决；限定 vi.确定；决定；判决，终止；[主用于法律]
了结，终止，结束

344 DHS 1 =Data Handling System 数据处理系数

345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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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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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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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48 dozens 1 ['dʌznz] n. 几十；许多

349 dragon 1 ['drægən] n.龙；凶暴的人，凶恶的人；严厉而有警觉性的女人 n.(Dragon)人名；(匈)德劳贡；(英、法、芬、罗、匈)德
拉贡

350 draped 1 [dreɪp] n. 布帘；褶皱 v. 用布帘覆盖；（使）呈褶裥状；悬挂

351 dropped 1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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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eminent 1 ['eminənt] adj.杰出的；有名的；明显的

354 encounters 1 英 [ɪn'kaʊntə(r)] 美 [ɪn'kaʊntər] n. 意外的相见；邂逅；遭遇 v. 遭遇；遇到；偶然碰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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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357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358 evening 1 ['i:vniŋ] n.晚上；傍晚；（联欢性的）晚会；后期 adj.在晚上的；为晚上的；晚上用的 int.晚上好（等于goodevening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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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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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expelled 1 [ɪk'spel] vt. 驱逐；开除；排出

362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
363 explosives 1 英 [ɪk'spləʊsɪvz] 美 [ɪk'sploʊsɪvz] n. 炸药；爆破音 名词explosive的复数形式.

364 extraordinary 1 adj.非凡的；特别的；离奇的；特派的

365 eyebrows 1 ['aɪbraʊz] n. 眉毛；眉头 名词eyebrow的复数形式.

366 fabric 1 ['fæbrik] n.织物；布；组织；构造；建筑物

367 faces 1 ['feɪsɪz] n.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.

368 facts 1 n. 事实 名词fact的复数形式.

369 failure 1 ['feiljə] n.失败；故障；失败者；破产

370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371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372 fan 1 [fæn] vt.煽动；刺激；吹拂 vi.成扇形散开；飘动 n.迷；风扇；爱好者 n.(Fan)人名；(法、俄)法恩；(柬)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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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375 fl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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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flocking 1 ['flɔkiŋ] n.棉屑；羊毛屑；植绒花纹 v.群集；簇拥（flock的ing形式）

3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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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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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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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funded 1 [fʌnd] n. 基金 vt. 资助；转为（长期贷款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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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gate 1 [geit] n.大门；出入口；门道 vt.给…装大门 n.(Gate)人名；(英)盖特；(法、瑞典)加特

383 gathered 1 ['gæðəɒ] adj. 聚集的；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84 gathering 1 ['gæðəriŋ] n.聚集；集会；收款 v.聚集（gather的ing形式）

385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386 go 1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387 gogan 1 n. 戈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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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Grande 1 [gra:nd] adj.重大的，显要的 n.(Grande)人名；(英、德、西、葡、瑞典)格兰德；(法)格朗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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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0 ground 1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391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392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393 hands 1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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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harder 1 [ha:də] adj.更难的；更努力的；更坚固的（hard的比较级） n.(Har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哈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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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he 1 [hi:, 弱 hi, i:, i] n.男孩，男人；它（雄性动物） pron.他 n.(He)人名；(日)户(姓)；(朝)海；(柬)赫

398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399 heads 1 [hedz] adj.正面朝上的 n.(Heads)人名；(英)黑兹

400 heels 1 ['hiː lz] n. 鞋后跟；脚后跟；高跟鞋； 名词heel的复数形式.

401 helicopter 1 ['helikɔptə] n.[航]直升飞机 vi.[航]乘直升飞机 vt.由直升机运送

402 hellfire 1 ['hel,faiə] n.地狱之火；严酷的苦难

403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404 hemisphere 1 ['hemi,sfiə] n.半球
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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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
407 homeland 1 ['həumlænd] n.祖国；故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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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humanitarian 1 [hju:,mæni'tεəriən] adj.人道主义的；博爱的；基督凡人论的 n.人道主义者；慈善家；博爱主义者；基督凡人论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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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immigration 1 [,imi'greiʃən] n.外来移民；移居

412 infinitely 1 ['infinitli] adv.无限地；极其

413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414 interrupted 1 [intə'rʌptid] adj.中断的；被打断的；不规则的 vt.打断；中断（interrupt的过去分词）

415 interview 1 ['intəvju:] n.接见，采访；面试，面谈 vt.采访；接见；对…进行面谈；对某人进行面试

416 investigation 1 [in,vesti'geiʃən] n.调查；调查研究

4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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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18 island 1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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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421 Jude 1 [dʒu:d] n.犹大书（圣经新约的一书）

422 July 1 [dʒʊˈlaɪ] n.七月

423 j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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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Kabul 1 ['kɑ:bəl; kə'bu:l] n.喀布尔（阿富汗的首都）

425 Kentucky 1 [ken'tʌki; kən-] n.肯塔基州

426 killing 1 ['kiliŋ] adj.杀害的；迷人的；使人筋疲力尽的 n.杀戮；谋杀；猎获物 v.杀死；消磨；毁掉（kill的ing形式） n.(Killing)人
名；(德)基林

427 knows 1 英 [nəʊ] 美 [noʊ] v. 了解；知道；认识 n. 知情

428 landmark 1 n.[航]陆标；地标；界标；里程碑；纪念碑；地界标；划时代的事 adj.有重大意义或影响的 n.（瑞典、挪）兰德马
克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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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lar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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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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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2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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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3 launched 1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434 lawmakers 1 n.立法者(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)

4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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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6 leaning 1 ['li:niŋ] n.倾向，爱好；倾斜 v.倚靠（lean的ing形式） n.(Leaning)人名；(英)利宁

437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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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9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4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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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1 legally 1 ['li:gəli] adv.合法地；法律上

442 Lexington 1 ['leksiŋtən] n.列克星敦市（位于美国肯塔基州）

443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444 li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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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listening 1 ['lisəniŋ] adj.收听的；助听的 n.倾听 v.听（listen的ing形式）

4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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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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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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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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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0 lozano 1 n. 洛扎诺

4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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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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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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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4 Martinez 1 n.马丁内斯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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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6 mean 1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
457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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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9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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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1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462 miscommunication 1 ['miskə,mju:ni'keiʃən] n.错误传达

463 missile 1 ['misail, -səl] n.导弹；投射物 adj.导弹的；可投掷的；用以发射导弹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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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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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6 Monet 1 n.莫奈（人名，法国画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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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8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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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0 much 1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471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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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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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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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5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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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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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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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9 nothing 1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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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0 nuclear 1 ['nju:kliə, 'nu:-] adj.原子能的；[细胞]细胞核的；中心的；原子核的

481 observing 1 [əb'zəviŋ, ɔb-] adj.观察的；注意的；观察力敏锐的 v.观察；遵守（observ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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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3 oh 1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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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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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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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operation 1 [,ɔpə'reiʃən] n.操作；经营；[外科]手术；[数][计]运算

4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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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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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oversaw 1 [,əuvə'sɔ:] vt.看管，管理；视察；监视

491 Paris 1 ['pæris] n.巴黎（法国首都）；帕里斯（特洛伊王子）

4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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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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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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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5 passengers 1 旅客

496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4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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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8 pentagon 1 ['pentəgən] n.五角形

499 phoning 1 英 [fəʊnɪŋ] 美 [foʊnɪŋ] vbl. 打电话给 动词phone的现在分词.

500 Pisa 1 ['pi:zə] n.比萨（意大利城市）

501 placed 1 [pleɪst] adj. 名列前茅的（多指赛马）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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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plastic 1 ['plæstik,'plɑ:s-] adj.塑料的；（外科）造型的；可塑的 n.塑料制品；整形；可塑体

504 pleading 1 ['pli:diŋ] n.恳求；答辩；辩论，诉状 adj.恳求的 v.辩护（plead的ing形式）

505 polypropylene 1 [,pɔli'prəupə,li:n] n.[高分子]聚丙烯

506 poorest 1 [pʊərɪst] adj. 最穷的 形容词poor的最高级.

507 portable 1 ['pɔ:təbl, 'pəu-] adj.手提的，便携式的；轻便的 n.手提式打字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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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9 possibly 1 ['pɔsəbli] adv.可能地；也许；大概

510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5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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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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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3 proceedings 1 [prə'si:diŋz] n.诉讼；行动（proceeding的复数形式）；会议记录；议程

514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515 processed 1 [p'rəsest] adj. 经加工的；处理的 动词proc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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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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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8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519 providing 1 [prəu'vaidiŋ] conj.假如，以…为条件 v.供给（provide的ing形式）；预备

520 pull 1 [pul] vt.拉；拔；拖 vi.拉，拖；拔 n.拉，拉绳；拉力，牵引力；拖 n.(Pull)人名；(法)皮尔；(德、瑞典)普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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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rate 1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
523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524 red 1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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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5 removal 1 [ri'mu:vəl] n.免职；移动；排除；搬迁

526 reparations 1 [repə'reɪʃnz] n. 赔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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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8 reporting 1 英 [rɪ'pɔː tɪŋ] 美 [rɪ'pɔː rtɪŋ] n. 报告 adj.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529 requested 1 [rɪ'kwestɪd] adj. 被请求的；必要的 动词requ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30 requests 1 [rɪ'kwest] n. 请求；要求 vt. 请求；要求

531 resettlement 1 [ri'setlmənt;] n.重新安置

532 resignation 1 [,rezig'neiʃən] n.辞职；放弃；辞职书；顺从

533 responded 1 英 [rɪ'spɒnd] 美 [rɪ'spɑːnd] v. 回答；响应；反应；反应灵敏；反响 n. [建]壁联；[宗]应唱圣歌

534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535 resumed 1 英 [rɪ'zjuːm] 美 [rɪ'zuːm] v. 重新开始；再继续 n. 简历；履历；摘要

536 revealed 1 [ri'vi:ld] v.透露（reveal的过去式）；显示

537 reviews 1 [rɪ'vju ]ː n. 复习；回顾；检讨；评审 vt. 检阅；评论；温习；检讨 vi. 写评论

5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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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39 rising 1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540 ropes 1 英 [rəʊps] 美 [roʊps] n. 栏绳 名词rope的复数形式.

5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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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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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Saturday 1 ['sætədi; -dei] n.星期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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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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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6 seconds 1 ['sekəndz] n. 秒，时刻 名词second的复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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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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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9 sending 1 ['sendɪŋ] 发送； 派遣

550 senior 1 ['si:njə] adj.高级的；年长的；地位较高的；年资较深的，资格较老的 n.上司；较年长者；毕业班学生 n.(Senior)人名；
(英)西尼尔

551 sensor 1 ['sensə, -sɔ:] n.传感器

552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553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5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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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5 setting 1 ['setiŋ] n.环境；安装；布置；[天]沉落 v.放置；沉没；使…处于某位置（set的ing形式）

556 settle 1 ['setl] vi.解决；定居；沉淀；下陷 vt.解决；安排；使…定居 n.有背长椅 n.(Settle)人名；(英)塞特尔

557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558 sh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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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9 shelter 1 ['ʃeltə] n.庇护；避难所；遮盖物 vt.保护；使掩蔽 vi.躲避，避难 n.(Shelter)人名；(英)谢尔特

560 sheriff 1 ['ʃerif] n.州长；郡治安官；执行吏 n.(Sheriff)人名；(英、葡)谢里夫；(阿拉伯)谢里夫

561 shortly 1 ['ʃɔ:tli] adv.立刻；简短地；唐突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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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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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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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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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6 signs 1 [saɪn] n. 手势；招牌；符号；迹象；正负号 v. 签；签名；做手势；做标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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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7 silver 1 ['silvə] n.银；银器；银币；银质奖章；餐具；银灰色 adj.银的；含银的；有银色光泽的；口才流利的；第二十五周年的
婚姻 vi.变成银色 vt.镀银；使有银色光泽 n.(Silver)人名；(法)西尔韦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西尔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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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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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0 sk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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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1 sources 1 英 [sɔː s] 美 [sɔː rs] n. 来源；发源地；原始资料 v. 从...获得

572 spacex 1 n.太空探索技术公司（美国的太空运输公司）

573 speaking 1 ['spi:kiŋ] adj.演讲的；富于表情的，雄辩的 n.说话；演讲 v.讲（speak的ing形式）

574 specialized 1 ['speʃəlaizd] adj.专业的；专门的 v.专攻（specialize的过去分词）；使…专门化；详细说明

575 spike 1 [spaik] n.长钉，道钉；钉鞋；细高跟 vt.阻止；以大钉钉牢；用尖物刺穿 n.(Spike)人名；(瑞典)斯皮克

576 splashed 1 [sp'læʃt] adj. （液体）飞溅的；被亮色块覆盖的 v. 溅，泼（动词spla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77 spots 1 [spɒts] n. 污点 名词spo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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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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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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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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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2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583 still 1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584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585 stretch 1 vt.伸展,张开；（大量地）使用，消耗（金钱，时间）；使竭尽所能；使全力以赴； vi.伸展；足够买（或支付） n.伸
展，延伸 n.(Stretch)人名；(英)斯特雷奇

586 subscribe 1 [səb'skraib] vi.订阅；捐款；认购；赞成；签署 vt.签署；赞成；捐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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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8 sudden 1 ['sʌdən] adj.突然的，意外的；快速的 n.突然发生的事

589 suspected 1 英 [səs'pektɪd] 美 [sə'spektɪd] adj. 可疑的；嫌疑的 动词su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90 suspended 1 [sə'spendid] adj.悬浮的；暂停的，缓期的（宣判）

591 sustainable 1 adj.可以忍受的；足可支撑的；养得起的；可持续的

592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5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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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4 tates 1 ['teɪts] 破产财产

595 technical 1 ['teknikəl] adj.工艺的，科技的；技术上的；专门的

596 temperature 1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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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8 terror 1 ['terə] n.恐怖；恐怖行动；恐怖时期；可怕的人 n.(Terror)人名；(南非)特罗尔

599 terrorists 1 ['terərɪsts] n. 恐怖分子 名词terrorist的复数形式.

600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601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6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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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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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4 toilets 1 ['tɔɪlɪts] 马桶

605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606 tools 1 [tu lː] n. 工具，用具（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）；器具

607 tore 1 [tɔ:] vt.撕开（tear的过去式） n.(Tore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挪、葡)托雷

608 towels 1 ['taʊəl] n. 毛巾；手巾 v. 用毛巾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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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0 tracked 1 ['trækt] adj.有履带的 v.[计][电子]跟踪，追踪（track的过去式）

611 tragedy 1 ['trædʒidi] n.悲剧；灾难；惨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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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2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
613 tribute 1 n.礼物；[税收]贡物；颂词；（尤指对死者的）致敬，悼念，吊唁礼物

614 trigger 1 ['trigə] vt.引发，引起；触发 vi.松开扳柄 n.扳机；[电子]触发器；制滑机 n.(Trigger)人名；(英)特里杰

6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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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6 triumph 1 ['traiəmf, -ʌmf] n.胜利，凯旋；欢欣 vi.获得胜利，成功

617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6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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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9 tub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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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0 type 1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621 unclear 1 英 [ˌʌn'klɪə(r)] 美 [ˌʌn'klɪr] adj. 不清楚的；含混的

622 uncover 1 [,ʌn'kʌvə] vt.发现；揭开；揭露 vi.发现；揭示；揭去盖子

623 unfolding 1 英 [ʌn'fəʊldɪŋ] 美 [ʌn'foʊldɪŋ] n. 伸展；退褶合；演变 动词unfold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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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5 us 1 pron.我们

626 vaccinated 1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627 Val 1 [væl] n.瓦珥（女子名）；瓦尔（男子名）

6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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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9 Verde 1 [və:d] n.佛得角（塞内加尔西部）

630 very 1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
631 victims 1 ['vɪktɪmz] n. 受害者 名词victim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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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3 visible 1 ['vizəbl] adj.明显的；看得见的；现有的；可得到的 n.可见物；进出口贸易中的有形项目

634 vision 1 n.视力；美景；眼力；幻象；想象力；幻视（漫威漫画旗下超级英雄） vt.想象；显现；梦见

635 waiting 1 ['weitiŋ] n.等待；服侍 adj.等待的；服侍的 v.等待；伺候（wait的ing形式）；延缓 n.(Waiting)人名；(英)韦廷

636 waste 1 [weist] n.浪费；废物；荒地；损耗；地面风化物 vt.浪费；消耗；使荒芜 vi.浪费；变消瘦；挥霍钱财 adj.废弃的；多余
的；荒芜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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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8 wat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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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9 w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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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0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6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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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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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3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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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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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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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7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648 winding 1 ['waindiŋ] n.绕，缠；线圈；弯曲 adj.弯曲的，蜿蜒的；卷绕的 n.(Winding)人名；(英、德)温丁

649 wise 1 [waiz] adj.明智的；聪明的；博学的 vt.使知道；教导 vi.了解 n.(Wise)人名；(英)怀斯

650 withdraw 1 [wið'drɔ:, wiθ-] vt.撤退；收回；撤消；拉开 vi.撤退；离开

651 witnesses 1 ['wɪtnəs] n. 目击者；证人 vt. 目击；经历；见证；出席；观察 vi. 证明；为(宗教信仰)做见证

652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653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654 work 1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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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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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7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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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名；(英)朗

658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659 youngest 1 ['jʌŋgist] n.最小的儿子；年纪最小的人 adj.最年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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