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10-08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8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3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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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 of 3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in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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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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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h 21 [lɑ:] n.C大调的第6音；A音的唱名 n.(Lah)人名；(塞)拉赫；(柬)拉

7 this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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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is 1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 it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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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you 16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1 ar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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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tha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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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t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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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v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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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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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wha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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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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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mor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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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ou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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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re 11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1 up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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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O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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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ll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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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bor 9 abbr.掉电复位，欠压复位（Brown-outReset）；资源清单（BillOfResource） n.(Bor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俄、丹、捷、
土、荷、匈、瑞典)博尔

25 they 9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6 chain 8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
27 hours 8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28 long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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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 supply 8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30 a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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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b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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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can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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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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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lik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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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port 7 [pɔ:t, pəut] n.港口，口岸；（计算机的）端口；左舷；舱门 vi.转向左舷 vt.持（枪）；左转舵 n.(Port)人名；(英)波特；(法)
波尔；(德、俄、匈、捷)波尔特

36 Ports 7 n.[水运]港口，[电子][计]端口（port的复数） n.宝姿（服装品牌）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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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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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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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nn 6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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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ponce 6 ['pɔns] n.男妓；靠妓女为生的人，为妓女拉客的人

42 ships 6 [ʃɪps] n.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.

43 so 6 ['səu, 弱 sə] adv.如此，这么；确是如此 conj.所以；因此 pron.这样 n.(So)人名；(柬)索

44 these 6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45 whale 6 [hweil] vt.猛揍；使惨败 vi.捕鲸 n.鲸；巨大的东西 n.(Whale)人名；(英)惠尔

46 be 5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7 coa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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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covid 5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49 goods 5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50 here 5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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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int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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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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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mosqueda 5 莫斯克达

55 problem 5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56 se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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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truck 5 [trʌk] n.卡车；交易；手推车 vi.驾驶卡车；以物易物 vt.交易；以卡车运输 adj.（美）运货汽车的 n.(Truck)人名；(德)特鲁
克

58 wait 5 [weit] vt.等候；推迟；延缓 vi.等待；耽搁；伺候用餐 n.等待；等候 n.(Wai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特

59 bac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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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backed 4 [bækt] adj.有背的；有财力支持的 v.支持；使后退（back的过去分词）

61 beach 4 [bi:tʃ] n.海滩；湖滨 vt.将…拖上岸 vi.搁浅；定居 n.(Beach)人名；(英)比奇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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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ommander 4 [kə'mɑ:ndə] n.指挥官；司令官

64 container 4 [kən'teinə] n.集装箱；容器

65 containers 4 [kən'teɪnəs] n.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.

66 go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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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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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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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looking 4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70 means 4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71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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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perce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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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six 4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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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than 4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后）；
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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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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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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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wait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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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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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81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82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83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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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86 china 3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87 different 3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88 driver 3 [draivə] n.驾驶员；驱动程序；起子；传动器 n.(Driver)人名；(德)德里弗；(英)德赖弗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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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food 3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91 global 3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92 go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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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guard 3 [gɑ:d] n.守卫；警戒；护卫队；防护装置 vi.警惕 vt.保卫；监视 n.(Guard)人名；(英)格尔德

94 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95 holiday 3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
96 humpback 3 ['hʌmpbæk] n.驼背；座头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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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kwan 3 中国姓氏管、关的音译

99 mal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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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needed 3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01 nex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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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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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pacific 3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
104 pandemic 3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105 restaurant 3 ['restərɔŋ, -rɔnt, -rənt] n.餐馆；[经]饭店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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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08 sea 3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109 second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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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stuck 3 [stʌk] v.刺（stick的过去式） adj.被卡住的；不能动的 n.(Stuck)人名；(德)施图克；(英)斯塔克

111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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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trucks 3 [trʌk] n. 卡车；手推车；敞篷货车 n. 交易；交往；商品蔬菜；实物工资；<口>垃圾 v. 以卡车运 v. 交易；打交道

113 unload 3 [,ʌn'ləud] vt.卸；摆脱…之负担；倾销 vi.卸货；退子弹

114 us 3 pron.我们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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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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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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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amazon 2 ['æməzɔn] 亚马逊；古希腊女战士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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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angeles 2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122 Argentina 2 [,ɑ:dʒən'ti:nə] n.阿根廷（位于拉丁美洲）

123 Asia 2 ['eiʃə] n.亚洲

124 basic 2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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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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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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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bi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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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biggest 2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130 buy 2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131 California 2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132 call 2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133 canton 2 ['kæntɔn, kæn'tu:n] n.行政区，州 vt.为…分配营房；把…划分成州，把…划成行政区

134 comp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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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cordero 2 n. 科德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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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d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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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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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delays 2 [dɪ'leɪ] v. 耽搁；推迟；延误 n. 耽搁；延期；推迟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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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d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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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2 d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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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drivers 2 [d'raɪvəz] n. 驱动器；驱动程序；司机 名词driver的复数形式.

144 economy 2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145 eight 2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146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47 exactly 2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
148 fa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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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150 half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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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Harbor 2 ['hɑ:bə] vt.庇护；怀有 n.海港；避难所 vi.居住，生存；入港停泊；躲藏 n.(Harbor)人名；(英)哈伯

152 haul 2 [hɔ:l] n.拖，拉；用力拖拉；努力得到的结果；捕获物；一网捕获的鱼量；拖运距离 vt.拖运；拖拉 vi.拖，拉；改变主
意；改变方向 n.(Haul)人名；(德)豪尔

153 high 2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154 industry 2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155 keeping 2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
156 labor 2 ['leibə] n.劳动；工作；劳工；分娩 vi.劳动；努力；苦干 vt.详细分析；使厌烦 n.(Labor)人名；(德、塞、法)拉博尔；(英)
拉博

157 lack 2 [læk] vt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；需要 vi.缺乏；不足；没有 n.缺乏；不足 n.(Lack)人名；(老)拉；(英、法、意、葡、匈)拉
克；(匈)洛克

158 l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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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Los 2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英)洛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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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me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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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might 2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163 Ming 2 [miŋ] n.明朝

164 money 2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165 moving 2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166 national 2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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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68 nine 2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169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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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owner 2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172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73 play 2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174 prices 2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
175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76 rescued 2 ['reskju ]ː vt. 营救；援救 n. 营救；救援

177 Ricardo 2 [ri'ka:dəu] n.里卡多（姓氏）

178 ruben 2 ['ru:bən] n.鲁本（男子名，等于Reuben）

179 same 2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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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shopping 2 ['ʃɔpiŋ] n.购物，买东西 v.购物（shop的ing形式）

182 shortage 2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
183 sit 2 [sit] vi.坐；位于 vt.使就座 n.(Si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硕；(罗)西特

184 slowing 2 英 [sləʊɪŋ] 美 [sloʊɪŋ] n. 慢化；减速 动词slow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85 st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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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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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stuff 2 [stʌf] n.东西；材料；填充物；素材资料 vt.塞满；填塞；让吃饱 vi.吃得过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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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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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think 2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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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truckers 2 n.卡车司机( trucker的名词复数 )

193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94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195 usual 2 ['ju:ʒuəl] adj.通常的，惯例的；平常的

196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197 warehouse 2 ['wεəhaus, 'wεəhauz, -haus] n.仓库；货栈；大商店 vt.储入仓库；以他人名义购进（股票）

198 warehouses 2 英 ['weəhaʊs] 美 ['werhaʊs] n. 仓库 vt. 存入仓库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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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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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01 workers 2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202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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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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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accurate 1 ['ækjurət] adj.精确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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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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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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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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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Aires 1 n.白羊座

212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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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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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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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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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anchorages 1 n.抛锚( anchorage的名词复数 ); 停泊处; 停泊税; 固定物

219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220 appeared 1 [ə'piəd] adj.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21 area 1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222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223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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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barely 1 ['bεəli] adv.仅仅，勉强；几乎不；公开地；贫乏地

226 berth 1 [bə:θ] n.卧铺；停泊处，锚位；差事 vt.使……停泊；为……提供铺位 vi.停泊；占铺位 n.(Berth)人名；(瑞典)贝特；(英)
伯思

227 bins 1 [bɪn] n. 箱柜；仓；垃圾箱 vt. 放入箱内

228 blubber 1 ['blʌbə] n.鲸脂；哭泣 vi.又哭又闹 vt.又哭又闹 adj.肿大的

229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230 bottleneck 1 ['bɔtlnek] n.瓶颈；障碍物

231 brand 1 [brænd] vt.铭刻于，铭记；打烙印于；印…商标于 n.商标，牌子；烙印 n.(Br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西、意、罗、
葡、捷、芬、瑞典、匈)布兰德；(法)布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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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buckeye 1 ['bʌkai] adj.夸张的 n.七叶树；美国俄亥俄州人

234 Buenos 1 n.(Buenos)人名；(西)布埃诺斯

235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236 buying 1 n.买进 v.购买；获得；收买（buy的ing形式）

237 cargo 1 ['kɑ:gəu] n.货物，船货 n.(Cargo)人名；(英、西)卡戈

238 carries 1 ['kæri] v. 携带；运送；搬运；带有；传播；承载 n. 【计】进位；运载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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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cell 1 [sel] n.细胞；电池；蜂房的巢室；单人小室 vi.住在牢房或小室中 n.(Cell)人名；(英)塞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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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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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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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45 cheese 1 [tʃi:z] n.[食品]奶酪；干酪；要人 vt.停止 adj.叛变的；胆小的

246 Chinese 1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247 Cho 1 abbr.首席人事官（ChiefHumanresourcesOfficer） n.(Cho)人名；(中)卓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越)给；(日)猪(姓)；(缅)丘

248 click 1 [klik] vt.点击；使发咔哒声 vi.作咔哒声 n.单击；滴答声

2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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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clog 1 [klɔg] v.阻塞；障碍 n.障碍；木底鞋

251 closures 1 英 ['kləʊʒə(r)] 美 ['kloʊʒər] n. 关闭；关口；讨论终结；终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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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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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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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4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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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consensus 1 [kən'sensəs] n.一致；舆论；合意

257 consumer 1 [kən'sju:mə] n.消费者；用户，顾客

258 consumers 1 [kən'sjuːməs] n. 顾客 名词consum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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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corona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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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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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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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count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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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4 cruel 1 [英 ['kru:əl] 美 [ˈkruəl]] adj.残酷的，残忍的；使人痛苦的，让人受难的；无情的，严酷的

265 crunch 1 [krʌntʃ] n.咬碎，咬碎声；扎扎地踏 vt.压碎；嘎扎嘎扎的咬嚼；扎扎地踏过 vi.嘎吱作响地咀嚼；嘎吱嘎吱地踏过

266 cut 1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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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269 delayed 1 [di'leid] adj.延时的；定时的 v.延迟（delay的过去式）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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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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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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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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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doubled 1 ['dʌbld] adj. 两倍的；快步走的；加倍努力的 动词doub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76 drain 1 [drein] vi.排水；流干 vt.喝光，耗尽；使流出；排掉水 n.排水；下水道，排水管；消耗 n.(Drain)人名；(英)德雷恩；(法)
德兰

277 drifting 1 [drɪftɪŋ] adj. 弥漫的 n. 漂流 动词drif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78 drive 1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279 drives 1 n. 驱动程序；驱动器 名词drive的复数形式.

280 due 1 [dju:, du:] adj.到期的；预期的；应付的；应得的 n.应付款；应得之物 adv.正（置于方位词前） n.(Due)人名；(英)迪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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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durn 1 [də:n] vt.责难；毁谤；贬责 n.(Durn)人名；(英)德恩

283 dynasties 1 英 ['dɪnəsti] 美 ['daɪnəsti] n. 朝代；王朝

284 dynasty 1 ['dinəsti, 'dai-] n.王朝，朝代

285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286 economics 1 [,i:kə'nɔmiks] n.经济学；国家的经济状况

287 economies 1 [ɪ'kɒnəmɪz] 节约；经济（名词economy的复数形式）

288 economists 1 [ɪ'kɒnəmɪsts] 经济理论界

289 effectively 1 [i'fektivli] adv.有效地，生效地；有力地；实际上

290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291 elbow 1 ['elbəu] n.肘部；弯头；扶手 vt.推挤；用手肘推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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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empty 1 ['empti] adj.空的；无意义的；无知的；徒劳的 vt.使失去；使…成为空的 vi.成为空的；流空 n.空车；空的东西

294 entry 1 ['entri] n.进入；入口；条目；登记；报关手续；对土地的侵占

295 era 1 ['iərə, 'εərə] n.时代；年代；纪元 n.(Era)人名；(意、芬、印)埃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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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eve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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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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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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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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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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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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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excavator 1 ['ekskə,veitə] n.挖掘机；开凿者；打洞机

303 executive 1 adj.行政的；经营的；执行的，经营管理的 n.总经理；执行委员会；执行者；经理主管人员

304 experimenting 1 [ɪk'sperɪmənt] n. 试验；实验；尝试 vi. 尝试；做实验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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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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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factories 1 ['fæktri] n. 工厂；制造厂

309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310 fill 1 [fil] vt.装满，使充满；满足；堵塞；任职 vi.被充满，膨胀 n.满足；填满的量；装填物 n.(Fill)人名；(德、俄、匈)菲尔

311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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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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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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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flexed 1 曲折的 折的

316 floating 1 ['fləutiŋ] adj.流动的；漂浮的，浮动的 v.漂浮（float的现在分词）

317 flow 1 [fləu] vi.流动，涌流；川流不息；飘扬 vt.淹没，溢过 n.流动；流量；涨潮，泛滥 n.(Flow)人名；(英)弗洛

318 flying 1 ['flaiiŋ] adj.飞行的 n.飞行 v.飞（fly的ing形式）

319 foot 1 [fut] n.脚；英尺；步调；末尾 vi.步行；跳舞；总计 vt.支付；给……换底 n.(Foot)人名；(英)富特

320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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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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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324 further 1 ['fə:ðə] adv.进一步地；而且；更远地 adj.更远的；深一层的 vt.促进，助长；增进

325 gears 1 英 [ɡɪə(r)] 美 [ɡɪr] n. 传动装置；齿轮；排挡；工具；装备 v. 调整；使适应于；以齿轮连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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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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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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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330 goo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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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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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grease 1 [gri:s] vt.涂脂于；贿赂 n.油脂；贿赂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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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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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Han 1 [hæn] n.汉朝；汉民族

336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337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338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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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has 1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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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343 hello 1 [he'ləu, hə-] int.喂；哈罗 n.表示问候，惊奇或唤起注意时的用语 n.(Hello)人名；(法)埃洛

344 help 1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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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347 inability 1 [,inə'biləti] n.无能力；无才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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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indicate 1 ['indikeit] vt.表明；指出；预示；象征

350 ingredients 1 [ɪŋ'riː diənts] n. 配料；作料；材料 名词ingredient的复数形式.
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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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irony 1 ['aiərəni] n.讽刺；反语；具有讽刺意味的事 adj.铁的；似铁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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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items 1 ['aɪtəm] n. 项目；条款；一件商品（或物品）；一则或一条新闻 adv. 也

355 its 1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356 la 1 [lɑ:] n.全音阶中的第6个音；A音的唱名 n.(La)人名；(中)辣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越)罗；(朝)罗；(缅、老)拉

357 l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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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lasted 1 ['lɑːstɪd] adj. 持续的 动词la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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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lift 1 [lift] vt.举起；提升；鼓舞；空运；抄袭 vi.消散；升起；耸立 n.电梯；举起；起重机；搭车

361 lighter 1 n.打火机；驳船；点火者 vt.驳运 n.(Lighter)人名；(罗)利格特尔 adj.（light的比较级）较轻的；较淡的

362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363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364 link 1 [liŋk] n.[计]链环，环节；联系，关系 vt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，结合 vi.连接起来；联系在一起；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.
(Li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塞、捷、匈、瑞典)林克

3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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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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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location 1 [ləu'keiʃən] n.位置（形容词locational）；地点；外景拍摄场地

368 loo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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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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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371 love 1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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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mail 1 [meil] n.邮件；邮政，邮递；盔甲 vt.邮寄；给…穿盔甲 vi.邮寄；寄出 n.(Mail)人名；(法)马伊

374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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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making 1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377 mammal 1 ['mæməl] n.[脊椎]哺乳动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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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mario 1 ['mæriəu; 'mɑ:-] n.马里奥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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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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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2 meets 1 [miː t] v. 遇见；满足 n. 运动会；集会 adj. 合适的
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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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merchandise 1 ['mə:tʃəndaiz, -dais] n.商品；货物 vt.买卖；推销 vi.经商

385 metal 1 ['metəl] n.金属；合金 vt.以金属覆盖 adj.金属制的 n.(Metal)人名；(捷)梅塔尔；(瑞典)梅塔尔

386 mind 1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
387 model 1 ['mɔdəl] n.模型；典型；模范；模特儿；样式 vt.模拟；塑造；模仿 vi.做模型；做模特儿 adj.模范的；作模型用的 n.
(Model)人名；(德、俄、英)莫德尔

388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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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muscle 1 ['mʌsl] n.肌肉；力量 vt.加强；使劲搬动；使劲挤出 vi.使劲行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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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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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3 nephews 1 n.侄子，外甥( nephew的名词复数 )

3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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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3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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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98 ocean 1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399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400 Ohio 1 [əu'haiəu] n.俄亥俄州（美国一个州）

401 oil 1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4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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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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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operate 1 vi.运转；动手术；起作用 vt.操作；经营；引起；对…开刀

405 operates 1 英 ['ɒpəreɪt] 美 ['ɑːpəreɪt] v. 操作；运转；经营；动手术

406 operating 1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
407 operations 1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
408 parked 1 [pɑːkt] adj. 停放的 动词pa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09 parking 1 ['pɑ:kiŋ] n.停车 adj.停车的 v.停车（park的ing形式） n.(Parking)人名；(英)帕金

4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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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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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passage 1 n.一段（文章）；走廊；通路；通过 n.(Passage)人名；(英)帕西奇；(法)帕萨热

4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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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415 pectoral 1 ['pektərəl] adj.胸的；肺病的 n.胸饰；治疗胸肺药物

416 phone 1 [fəun] n.电话；耳机，听筒 vt.打电话 vi.打电话 n.(Phone)人名；(老、缅)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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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piling 1 ['pailiŋ] n.打桩；桩材；打桩工程

419 poi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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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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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1 price 1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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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products 1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424 purchased 1 ['pɜ tːʃəst] adj. 购买的 动词purch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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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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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6 quickly 1 ['kwik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

427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428 reaction 1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
429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430 realize 1 vt.实现；认识到；了解；将某物卖得，把(证券等)变成现钱；变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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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2 record 1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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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remarkable 1 [ri'mɑ:kəbl] adj.卓越的；非凡的；值得注意的

435 renaissance 1 [ri'neisns] n.新生；再生；复活

436 renovated 1 ['renəveɪt] vt. 修理；翻新；革新；刷新

437 report 1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438 reported 1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439 reporter 1 [ri'pɔ:tə] n.记者

440 rescue 1 ['reskju:] vt.营救；援救 n.营救；援救；解救

441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442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443 ring 1 [riŋ] vi.按铃；敲钟；回响；成环形 n.戒指；铃声，钟声；拳击场；环形物 vt.按铃；包围；敲钟；套住 n.(Ring)人名；
(英、西、德、匈、瑞典、芬)林

444 round 1 [raund] n.圆；循环；一回合；圆形物 adj.圆的；完全的；大概的；肥胖的 adv.在周围；迂回地；朝反方向；挨个 vt.完
成；围捕；绕行；弄圆 vi.进展；变圆；环行；发胖 prep.附近；绕过；大约；在…周围 n.(Round)人名；(英)朗德

445 rounds 1 [raʊnds] n. 圆形物；球状物；圆舞 名词round的复数形式.

446 ruled 1 [ru lː] n. 规则；条例；习惯；统治；直尺 v. 支配；统治；画直线

4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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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8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人名；(英)朗宁

4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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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0 sail 1 [seil] vi.航行；启航，开船 n.帆，篷；航行 vt.航行

451 scarcity 1 ['skεəsəti] n.不足；缺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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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3 season 1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454 sell 1 [sel] vt.销售；推销；出卖；欺骗 vi.卖；出售；受欢迎；有销路 n.销售；失望；推销术 n.(Sell)人名；(德)泽尔；(英、芬、
瑞典)塞尔

455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456 shakes 1 [ʃeɪk] v. 摇动；震动；握手 n. 片刻；摇晃；<美口>奶昔

457 shelves 1 [ʃelvz] n.架子（shelf的复数） v.装架（shel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458 shipping 1 ['ʃipiŋ] n.[船]船舶，船舶吨数；海运；运送 v.运送，乘船（ship的ing形式） n.(Shipping)人名；(英)希平

459 shoppers 1 n.购物者（shopper复数）

460 shore 1 [ʃɔ:] vt.支撑，使稳住；用支柱撑住 n.海滨；支柱 n.(Shore)人名；(英)肖尔

461 shortages 1 ['ʃɔː tɪdʒɪz] 缺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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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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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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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5 sink 1 [siŋk] vi.下沉；消沉；渗透 vt.使下沉；挖掘；使低落 n.水槽；洗涤槽；污水坑 n.(Sink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辛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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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skilled 1 [skild] adj.熟练的；有技能的；需要技能的

468 slings 1 [slɪŋ] v. 投掷；抛；吊起；悬挂；驱逐；遣送 n. 投石器；投掷；吊索；悬带；斯林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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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69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470 slump 1 vi.下降，衰落；倒下；大幅度下降，暴跌 vt.使降低；使衰落；使倒下 n.衰退；暴跌；消沉

471 snaps 1 [snæp] v. 劈啪作响；崩塌；砰然关上；猛咬；谩骂；拍摄 n. 啪嗒声；快照 adj. 突然的；匆忙的 adv. 劈啪作响地

4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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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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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4 sound 1 [saund] vt.听（诊）；测量，测…深；使发声；试探；宣告 n.声音，语音；噪音；海峡；吵闹；听力范围；[医]探条 adj.
健全的，健康的；合理的；可靠的；有效彻底的 adv.彻底地，充分地 vi.听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回响；测深

4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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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6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477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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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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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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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1 Stephen 1 ['sti:vən] n.斯蒂芬（男子名）

482 steven 1 ['sti:vən] n.史蒂文（男子名）

483 stock 1 n.股份，股票；库存；血统；树干；家畜 adj.存货的，常备的；平凡的 vt.进货；备有；装把手于… vi.囤积；办货；出
新芽 n.(Stock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施托克；(英、法、葡、瑞典)斯托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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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5 stranded 1 ['strændid] adj.搁浅的；陷于困境的；有…股的（常用来构成复合词） v.搁浅（stra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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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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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88 substitute 1 ['sʌbstitju:t, -tu:t] n.代用品；代替者 vi.替代 vt.代替

489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490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4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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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2 talked 1 [tɔː k] v. 交谈；商讨；演讲；阐述；劝服 n. 谈话；会谈；讨论；讲话；空谈

493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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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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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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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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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8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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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0 tour 1 [tuə] n.旅游，旅行；巡回演出 vt.旅行，在……旅游；在……作巡回演出 vi.旅行，旅游；作巡回演出 n.(Tour)人名；(瑞
典)托尔；(英)图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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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2 triggered 1 ['trigəd] adj.触发的；起动的；有扳机的 v.引起；引爆（trigger的过去分词）；扣…的扳机

503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04 underneath 1 [,ʌndə'ni:θ] prep.在…的下面；在…的形式下；在…的支配下 adv.在下面；在底下 n.下面；底部 adj.下面的；底层
的

505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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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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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8 untranslated 1 [ʌntræns'leɪtɪd] n. 非翻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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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0 ups 1 abbr. 不间断电源(=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) abbr. 联合包裹服务(=United Parcel Service)

511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5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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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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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3 Vietnam 1 n.越南（东南亚国家）

514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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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6 wall 1 [wɔ:l] n.墙壁，围墙；似墙之物 vt.用墙围住，围以墙 adj.墙壁的 n.(Wall)人名；(英)沃尔；(德、芬、捷、瑞典)瓦尔

5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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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8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519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5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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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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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523 widely 1 ['waidli] adv.广泛地

524 wor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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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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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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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7 worry 1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528 worse 1 [wə:s, 'wə:s] adj.更坏的；更差的；更恶劣的（bad的比较级）；（病情）更重的（ill的比较级） adv.更糟；更坏；更恶劣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529 worst 1 [wə:st, 'wə:st] adj.最差的，最坏的；最不利的；效能最低的 n.最坏；最坏的时候 adv.最坏地；最不利地 n.(Worst)人名；
(英、德)沃斯特

530 ya 1 ['jə] abbr.年轻人（youngadult）；偏航轴（yawaxis） n.(Ya)人名；(缅、柬、刚(金))亚；(日)矢(名)

531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532 yesterday 1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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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4 Yuan 1 [ju:'ɑ:n] n.元朝

535 zero 1 ['ziərəu, 'zi:rəu] n.零点，零度 num.零 n.(Zero)人名；(意)泽罗

536 zhou 1 [dʒəu] n.周（中国姓氏）；周朝（中国古代王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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