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10-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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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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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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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nd 37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in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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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it 2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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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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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1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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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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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we 14 [wi:弱 wi] pron.我们（主格）；笔者，本人（作者或演讲人使用）；朕，寡人 n.(We)人名；(缅)韦

12 this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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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s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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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bacteria 9 [bæk'tiəriə] n.[微]细菌

15 been 8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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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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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so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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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t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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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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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city 7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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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hav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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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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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them 7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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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eing 6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28 b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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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containers 6 [kən'teɪnəs] n.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.

30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31 here 6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32 or 6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
33 shipping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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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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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there 6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36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7 wedeman 6 n. 韦德曼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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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hain 5 n.链；束缚；枷锁 vt.束缚；囚禁；用铁链锁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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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has 5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
41 mad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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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mo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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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re 5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44 righ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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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Rome 5 [rəum] n.罗马（意大利首都）

46 supply 5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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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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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actually 4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51 artifacts 4 ['ɑ rːtɪfækts] n. 人工制品；史前古器物 名词artifact的复数形式. =artefacts.

52 away 4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53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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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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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Florida 4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56 Italy 4 ['itəli] n.意大利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
57 its 4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58 like 4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59 majo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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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mo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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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one 4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
62 pH 4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
63 preserve 4 vt.保存；保护；维持；腌；禁猎 n.保护区；禁猎地；加工成的食品；（某人或群体的）专门活动

64 problems 4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65 s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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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se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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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tak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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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translated 4 [træns'leɪt] v. 翻译；解释；转移；调动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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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71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72 ancient 3 ['einʃənt] adj.古代的；古老的，过时的；年老的 n.古代人；老人

73 California 3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74 cargo 3 ['kɑ:gəu] n.货物，船货 n.(Cargo)人名；(英、西)卡戈

75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76 challenge 3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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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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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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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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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 hi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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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inside 3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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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look 3 [luk] vt.看；期待；注意；面向；看上去像 vi.看；看起来；注意；面向 n.看；样子；面容 n.(Look)人名；(瑞典)洛克；(英)
卢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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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marble 3 ['mɑ:bl] n.大理石；大理石制品；弹珠 adj.大理石的；冷酷无情的 n.(Marble)人名；(英)马布尔

86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87 percen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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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Ports 3 n.[水运]港口，[电子][计]端口（port的复数） n.宝姿（服装品牌）

89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90 several 3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91 ships 3 [ʃɪps] n.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.

92 shortage 3 ['ʃɔ:tidʒ] n.缺乏，缺少；不足

93 silvia 3 ['silviə] n.西尔维亚（女子名）

94 sitting 3 ['sitiŋ] n.入席，就坐；开庭；孵卵；坐着的一段时间 adj.坐着的；孵卵中的；在任期中的 v.坐；坐落（sit的ing形式） n.
(Sitting)人名；(英)西廷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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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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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told 3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98 unloaded 3 英 [ʌn'ləʊdɪd] 美 [ʌn'loʊdɪd] adj. 卸载的 动词unloa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99 ve 3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100 wait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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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wing 3 n.翼；翅膀；飞翔；派别；侧厅，耳房，厢房 vt.使飞；飞过；空运；增加…速度；装以翼 vi.飞行 n.(Wing)人名；(英、
印尼)温

102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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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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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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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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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107 atypical 2 [, ei'tipikəl,-ik] adj.非典型的；不合规则的

108 backlog 2 ['bæklɔg] n.[管理]积压的工作；积压待办的事务；大木材 vt.储备；把…积压起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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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behind 2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111 ben 2 [ben] n.本（男子名）；（苏格兰）内室

112 billions 2 ['bɪljənz] n.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.

113 block 2 n.块；街区；大厦；障碍物 vt.阻止；阻塞；限制；封盖 adj.成批的，大块的；交通堵塞的 n.(Blo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芬、罗)布洛克

114 borghini 2 博尔吉尼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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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canon 2 n.标准；教规；正典圣经；教士

117 chiara 2 n. 基娅拉

118 co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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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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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complicated 2 ['kɔmplikeitid] adj.难懂的，复杂的

121 container 2 [kən'teinə] n.集装箱；容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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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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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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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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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dollars 2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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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eat 2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
130 fact 2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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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fight 2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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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fountains 2 英 ['faʊntən] 美 ['faʊntn] n. 喷泉；源泉；储水容器；泉水 v. 使像喷泉一样流

135 garden 2 ['gɑ:dn] n.花园；菜园 vt.栽培花木 vi.从事园艺；在园中种植 n.(Garden)人名；(英、意、巴基)加登

136 Georgia 2 ['dʒɔ:dʒjə] n.乔治亚州；格鲁吉亚（前苏联加盟共和国）；乔治娅（女子名）

137 goods 2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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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gre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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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historic 2 [his'tɔrik] adj.有历史意义的；历史上著名的

141 hours 2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142 huge 2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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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internationa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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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Kansas 2 ['kænzəs] n.堪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146 lin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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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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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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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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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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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ma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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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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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maybe 2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154 millions 2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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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museo 2 穆塞奥

157 nation 2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158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59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60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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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outside 2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162 pic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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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putt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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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4 quest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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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restoration 2 [,restə'reiʃən] n.恢复；复位；王政复辟；归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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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6 retailers 2 ['riː teɪləz] 零售商

167 Romano 2 [rəu'mɑ:nəu] n.罗马诺干酪（一种意大利浓味硬干酪，常磨碎作调味品用）

168 Russia 2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169 sailing 2 ['seiliŋ] n.航行，航海；启航；航海术 adj.航行的 v.航行，起航（sai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170 savannah 2 [sə'vænə] n.大草原，热带草原（等于savanna）

171 seeing 2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172 she 2 [ʃi:] pron.她（主格）；它（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、船舶、地球、月亮等） n.女人；雌性动物 n.(She)人名；(中)佘(普通
话·威妥玛)

173 sights 2 [saɪts] n. 风景；名胜；瞄准器 名词sight的复数形式

174 spent 2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
175 star 2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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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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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strain 2 n.张力；拉紧；负担；扭伤；血缘 vi.拉紧；尽力 vt.拉紧；滥用；滤去；竭力 n.(Strain)人名；(英)斯特兰 n.（植物、动
物的）品种；种类

179 strains 2 [streɪn] n. 拉紧；紧张；血统；笔调；（动植物或疾病的）品种 v. 拉紧；劳累；过分使用

180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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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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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183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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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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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186 took 2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187 truc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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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unidentified 2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189 unload 2 [,ʌn'ləud] vt.卸；摆脱…之负担；倾销 vi.卸货；退子弹

190 us 2 pron.我们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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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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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weakest 2 [wiː kɪst] adj. 最弱的 形容词weak的最高级形式.

195 Weeks 2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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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where 2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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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200 w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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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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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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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abandoned 1 [ə'bændənd] adj.被抛弃的；无约束的；恣意放荡的；寡廉鲜耻的 v.抛弃（aband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04 abilities 1 [ə'bɪləti] n. 能力；才能

205 accepted 1 [ək'septid] adj.公认的；录取的；可接受的；已承兑的 v.接受（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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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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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7 acid 1 ['æsid] n.酸；<俚>迷幻药 adj.酸的；讽刺的；刻薄的

208 ad 1 [,ei 'di:] n.公元

209 address 1 vt.演说；从事；忙于；写姓名地址；向…致辞；与…说话；提出；处理 n.地址；演讲；致辞；说话的技巧；称呼

210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211 afterwards 1 ['ɑ:ftəwdz, 'æf-] adv.后来；然后

212 aired 1 英 [eə(r)] 美 [er] n. 空气；天空；空中；感觉；神态；曲调；装腔作势 v. 晾干；使通风；广播

213 Alexandro 1 n. 亚历山德罗

214 alliance 1 [ə'laiəns] n.联盟，联合；联姻

215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216 Amara 1 [æ'mɑ rːə] 苦味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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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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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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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arc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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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archeological 1 [ˌɑːkɪə'lɒdʒɪkəl] adj. 考古学的 =archaeological.

222 architecture 1 n.建筑学；建筑风格；建筑式样；架构

223 asks 1 英 [ɑːsk] 美 [æsk] v. 询问；请求；邀请；要求；开价；期待

224 assault 1 [ə'sɔ:lt] n.攻击；袭击 vt.攻击；袭击 vi.袭击；动武

225 authority 1 [ɔ:'θɔrəti] n.权威；权力；当局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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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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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baroque 1 [bə'rɔk] adj.巴洛克式的；结构复杂的，形式怪样的 n.巴洛克风格；巴洛克艺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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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31 berths 1 英 [bɜːθ] 美 [bɜ rːθ] n. 停泊处；锚位；卧铺；<口>职位 vi. 停泊；占铺位 vt. 使停泊；为...提供铺位

232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233 box 1 [bɔks] n.箱，盒子；包厢；一拳 vi.拳击 vt.拳击；装…入盒中；打耳光 n.(Box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博克斯

234 boxes 1 英 [bɒksɪs] 美 [bɑːksɪs] n. 男式平角内裤 n. 盒子，箱子（名词box的的复数形式）

235 breath 1 [breθ] n.呼吸，气息；一口气，（呼吸的）一次；瞬间，瞬息；微风；迹象；无声音，气音

236 bridge 1 [bridʒ] n.桥；桥牌；桥接器；船桥 vt.架桥；渡过 n.(Bridge)人名；(英)布里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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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builder 1 ['bildə] n.建筑者；建立者

239 builders 1 ['bɪldəz] n. 洗选强化剂

240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241 burns 1 [bə:nz] n.络腮胡子 v.[外科]烧伤（bur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242 caked 1 [keɪk] n. 蛋糕；块状物

243 calcifies 1 ['kælsɪfaɪ] v. 钙化；(使)成石灰质

244 call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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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cam 1 [kæm] n.凸轮 n.(Cam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卡姆

246 canal 1 [kə'næl] n.运河；[地理]水道；[建]管道；灌溉水渠 vt.在…开凿运河 n.(Canal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意、葡)卡纳尔；(土)贾
纳尔

247 carrying 1 ['kærɪɪŋ] adj. 运送的；运输的 n. 运送；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.

248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249 celled 1 [seld] 含有某种或若干小细胞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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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252 chemicals 1 ['kemɪklz] n. 化学药品；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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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3 chips 1 [tʃips] n.[食品]炸土豆条；小木片；（作赌注用的）圆形筹码；缺口（chip的复数形式）

254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255 clean 1 [kli:n] adj.清洁的，干净的；清白的 vt.使干净 vi.打扫，清扫 adv.完全地 n.打扫 n.(Clean)人名；(英)克林

256 cleanest 1 [kliː n] adj. 干净的；纯洁的；完全的；空白的；正当的；精准的 adv. 完全地 n. 清洁 v. 打扫；清扫；擦，刷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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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clogged 1 [klɑːgd] adj. 塞满的 动词clo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59 coin 1 [kɔin] vt.铸造（货币）；杜撰，创造 n.硬币，钱币 n.(Coin)人名；(西、意)科因；(法)库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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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collected 1 [kə'lektid] adj.镇定的；收集成的 v.收集；聚集（collect的过去式）

262 Colorado 1 [,kʌlə'rɑ:dəu] n.（美）科罗拉多；（美）科罗拉多河

263 colosseum 1 [,kɔlə'siəm] n.罗马圆形大剧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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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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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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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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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congested 1 [kən'dʒestid] adj.堵塞的，拥挤的 v.挤满；超负荷（congest的过去分词）

269 conservator 1 ['kɔnsə:veitə] n.保护者；管理员

270 construct 1 [kən'strʌkt] vt.建造，构造；创立 n.构想，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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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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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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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275 cours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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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cover 1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
277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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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cubic 1 ['kju:bik] adj.立方体的，立方的 n.(Cubic)人名；(罗)库比克

280 dark 1 adj.黑暗的，深色的；模糊的；无知的；忧郁的 n.黑暗；夜；黄昏；模糊 n.（Dark）人名；（英）达克 n.（Dark）《暗
黑》（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）

281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282 deep 1 [di:p] n.深处；深渊 adj.深的；低沉的；深奥的 adv.深入地；深深地；迟 n.(Deep)人名；(英)迪普

283 delays 1 [dɪ'leɪ] v. 耽搁；推迟；延误 n. 耽搁；延期；推迟

284 depot 1 ['depəu, 'di:-] n.仓库；停车场；航空站 vt.把…存放在储藏处 adj.药性持久的 n.(Depot)人名；(刚(布))德波特

285 destination 1 [,desti'neiʃən] n.目的地，终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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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die 1 [dai] vi.死亡；凋零；熄灭 vt.死，死于… n.冲模，钢模；骰子 n.(Die)人名；(西)迭；(阿拉伯)迪埃

288 diehard 1 英 ['daɪhɑːd] 美 ['daɪhɑ rːd] n. 顽固分子 adj. 顽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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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direction 1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
291 dirt 1 [də:t] n.污垢，泥土；灰尘，尘土；下流话

292 disfigures 1 英 [dɪs'fɪɡə(r)] 美 [dɪs'fɪɡjər] v. 使丑陋；损毁(外貌等)

293 distant 1 adj.遥远的；冷漠的；远隔的；不友好的，冷淡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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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dock 1 n.码头；船坞；被告席；尾巴的骨肉部分 vt.使靠码头；剪短 vi.入船坞 n.（Dock）程序坞 n.（Dock）人名；(老)多；
(英、法、瑞典)多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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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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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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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8 drawing 1 ['drɔ:iŋ] n.图画；牵引；素描术 v.绘画；吸引（draw的ing形式）；拖曳

299 eart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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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301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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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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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305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306 employing 1 [ɪm'plɔɪ] v. 雇佣；使用

307 encourage 1 [in'kʌridʒ] vt.鼓励，怂恿；激励；支持

308 engineering 1 [,endʒi'niəriŋ] n.工程，工程学 v.设计；管理（engineer的ing形式）；建造

309 ensure 1 [in'ʃuə] vt.保证，确保；使安全

310 enthusiasm 1 [in'θju:ziæzəm, in'θu:-] n.热心，热忱，热情

311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312 enzymes 1 ['enzaɪm] n. 酶；酵素

313 erodes 1 英 [ɪ'rəʊd] 美 [ɪ'roʊd] vt. 腐蚀；侵蚀；逐步毁坏，削弱，损害 vi. 受到侵蚀

314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315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316 eternal 1 [i'tə:nəl] adj.永恒的；不朽的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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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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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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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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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322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
323 examination 1 [ig,zæmi'neiʃən] n.考试；检查；查问

324 explains 1 [ɪk'spleɪn] v. 说明；解释

325 fans 1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
326 fighter 1 ['faitə] n.战士，斗争者；斗士；奋斗者；好战者

327 filth 1 [filθ] n.污秽；肮脏；猥亵；不洁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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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finished 1 ['finiʃt] adj.完结的，完成的；精巧的 v.完成；结束；毁掉（finish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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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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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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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Florence 1 ['flɔrəns] n.佛罗伦萨（意大利都市名）；弗洛伦斯（女子名）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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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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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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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forum 1 ['fɔ:rəm] n.论坛，讨论会；法庭；公开讨论的广场

338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339 fountain 1 ['fauntin] n.喷泉，泉水；源泉 n.(Fountain)人名；(英)方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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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freely 1 ['fri:li] adv.自由地；免费地；大量地；慷慨地；直率地

342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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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3 galaxy 1 n.[天]星系；银河系（theGalaxy）；一群显赫的人 n.三星智能手机品牌2015年三星中国公布Galaxy的中文名称为“盖乐
世”（Galaxy） [复数galaxies]

344 gels 1 [dʒelz] n. 凝胶剂 名词gel的复数形式.

345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346 glory 1 ['glɔ:ri] n.光荣，荣誉；赞颂 vi.自豪，骄傲；狂喜 n.(Glory)人名；(法)格洛里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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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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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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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grime 1 [graim] n.尘垢；污点；煤尘 vt.使污秽；使…弄脏 n.(Grime)人名；(法)格里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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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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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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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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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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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her 1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357 hire 1 [haiə] n.雇用，租用；租金，工钱 vt.雇用；出租 vi.雇用，租用；受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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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home 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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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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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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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humidity 1 [hju:'midəti] n.[气象]湿度；湿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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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366 impact 1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
367 increasingly 1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
368 individual 1 [,indi'vidjuəl, -dʒəl] adj.个人的；个别的；独特的 n.个人，个体

369 industrial 1 [in'dʌstriəl] adj.工业的，产业的；从事工业的；供工业用的；来自勤劳的 n.工业股票；工业工人

370 infused 1 [ɪn'fjuːz] vt. 注入；使获得；鼓舞；泡制；倾注（液体）

371 interesting 1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
372 into 1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
373 isolating 1 ['aisəleitiŋ] adj.孤立的；绝缘的 v.使隔离；使绝缘（isolate的ing形式）

374 jam 1 [dʒæm] n.果酱；拥挤；困境；扣篮 vt.使堵塞；挤进，使塞满；混杂；压碎 vi.堵塞；轧住 n.(Jam)人名；(伊朗、巴基)贾姆
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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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377 ki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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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3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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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largely 1 ['lɑ:dʒli] adv.主要地；大部分；大量地

381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382 laser 1 ['leizə] n.激光 n.(Laser)人名；(德)拉泽

383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
384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3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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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legend 1 ['ledʒənd] n.传奇；说明；图例；刻印文字 n.(Legend)人名；(西)莱亨德；(英)莱金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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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7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388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389 lies 1 [laɪ] v. 躺下；位于；在于；平放；存在；延伸；说谎 n. 谎言

390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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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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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3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394 mass 1 n.块，团；群众，民众；大量，众多；质量 adj.群众的，民众的；大规模的，集中的 vi.聚集起来，聚集 vt.使集合

3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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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mention 1 ['menʃən] vt.提到，谈到；提及，论及；说起 n.提及，说起 n.(Mention)人名；(法)芒雄

397 meters 1 英 ['miː tə(r)] 美 ['miː tər] n. 公尺；米 n. 计量器；计时器 vt. (用仪表)测量

398 microbiologist 1 [,maikrəu,bai'ɔləgist] n.微生物学家

399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400 mines 1 n. 矿井 名词mine的复数形式.

401 molecular 1 [məu'lekjulə] adj.[化学]分子的；由分子组成的

402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403 monument 1 ['mɔnjumənt] n.纪念碑；历史遗迹；不朽的作品 vt.为…树碑

404 monumental 1 [,mɔnju'mentəl] adj.不朽的；纪念碑的；非常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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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mountain 1 [ˈmauntin，ˈmaʊntən] n.山；山脉 n.(Mountain)人名；(英)芒廷

407 moving 1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408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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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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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413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4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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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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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6 numb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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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418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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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ongoing 1 ['ɔn,gəuiŋ, 'ɔ:n-] adj.不间断的，进行的；前进的 n.前进；行为，举止

4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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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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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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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operators 1 ['ɒpəreɪtəz] n. 操作员；管理者；运算符 名称operator的复数形式.

425 organism 1 ['ɔ:gənizəm] n.有机体；生物体；微生物

426 organisms 1 有机体

427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428 ornate 1 [ɔ:'neit] adj.华丽的；装饰的；（文体）绚丽的

429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430 pacific 1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
431 panama 1 [,pænə'mɑ:] n.巴拿马（位于拉丁美洲）；巴拿马城

432 paradox 1 n.悖论，反论；似是而非的论点；自相矛盾的人或事 n.（Paradox）《杀破狼：贪狼》（一部剧情动作电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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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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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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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5 perfect 1 ['pə:fikt, pə'fekt] adj.完美的；最好的；精通的 vt.使完美；使熟练 n.完成式 n.(Perfect)人名；(英)珀费克特

436 Petersburg 1 ['pi:təzbə:g] n.彼得斯堡（美国城市）；彼得堡（苏联城市列宁格勒旧称）

437 pilot 1 ['pailət] n.飞行员；领航员 adj.试点的 v.驾驶；领航；试用 n.(Pilot)人名；(意、印)皮洛特；(法)皮洛

438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4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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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0 planet 1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
441 pollution 1 [pə:'lju:ʃən] n.污染 污染物

442 potential 1 [pəu'tenʃəl] n.潜能；可能性；[电]电势 adj.潜在的；可能的；势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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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4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4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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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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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7 queue 1 [kju:] n.队列；长队；辫子 vi.排队；排队等候 vt.将…梳成辫子；使…排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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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9 railroads 1 英 ['reɪlrəʊd] 美 ['reɪlroʊd] n. 铁路；铁路公司 =railway（英）. vt. 由铁道运输；使（议案等）草草通过；迫使仓促行事 vi.
在铁路公司工作

450 rain 1 [rein] n.雨；下雨；雨天；雨季 vi.下雨；降雨 vt.大量地给；使大量落下 n.(Rain)人名；(法)兰；(英)雷恩；(罗、捷)赖恩

451 ravages 1 ['rævɪdʒ] v. 毁坏；破坏；掠夺 n. 破坏；蹂躏

452 rebel 1 ['rebəl, ri'bel] vi.反叛；反抗；造反 n.反叛者；叛徒 adj.反抗的；造反的 n.(Rebel)人名；(德)雷贝尔；(英)里贝尔；(法)勒贝
尔

453 recreate 1 ['rekrieit, -kri:-] vi.娱乐；消遣 vt.再创造；使得到娱乐/消遣

454 relatively 1 ['relətivli] adv.相当地；相对地，比较地

455 relieve 1 [ri'li:v] vt.解除，减轻；使不单调乏味；换…的班；解围；使放心

456 remind 1 [ri'maind] vt.提醒；使想起

457 removes 1 [rɪ'muːvz] 引语排版

458 replica 1 ['replikə] n.复制品，复制物

4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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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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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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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2 results 1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463 richly 1 ['ritʃli] adv.丰富地；富裕地；完全地

464 Roman 1 ['rəumən] n.罗马人；古罗马语 adj.罗马的；罗马人的

4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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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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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said 1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
拉伯)赛义德

468 salvage 1 ['sælvidʒ] n.打捞；海上救助；抢救财货；救难的奖金 vt.抢救；海上救助 n.(Salvage)人名；(法)萨尔瓦热

469 sa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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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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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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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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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3 search 1 [sə:tʃ] vi.搜寻；调查；探求 vt.搜索；搜寻；调查；搜查；探求 n.搜寻；探究，查究 n.(Search)人名；(英)瑟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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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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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5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476 selected 1 [si'lektid] adj.挑选出来的

477 septimus 1 ['septiməs] n.塞普蒂默斯（男子名）

478 sequencing 1 ['si:kwənsiŋ] n.[计]排序；[计]定序；排列程序 v.[计]定序（sequence的ing形式）；使按顺序排列

479 serious 1 ['siəriəs, 'si:r-] adj.严肃的，严重的；认真的；庄重的；危急的

480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481 Severus 1 塞维鲁 西弗勒斯（人名）

482 sh 1 [ʃ] int.嘘；安静

483 ship 1 [ʃip] vt.运送，乘船；以船运送 vi.上船；乘船旅行；当船员 n.船；舰；太空船 n.(Ship)人名；(中)摄(广东话·威妥玛)

484 shipped 1 [ʃɪpt] adj. 船运的 动词shi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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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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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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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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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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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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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sites 1 [saɪt] n. 地点；位置；现场 vt. 使 ... 位于

492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493 skies 1 [skaiz] n.天空（sky的复数） v.把…投向空中；把…挂得过高；飞涨（sky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494 slowly 1 ['sləuli] adv.缓慢地，慢慢地

495 somebody 1 ['sʌm,bɔdi, -bʌ-, -bə-] n.大人物；重要人物 pron.有人；某人

496 Spanish 1 ['spæniʃ] adj.西班牙的；西班牙人的；西班牙语的 n.西班牙语；西班牙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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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8 stacked 1 [stækt] adj.妖艳的；（女人）身材丰满匀称的 v.堆放（stack的过去分词）

499 standing 1 ['stændiŋ] adj.长期的；直立的；固定的 n.站立；持续；身分 v.站立；坚持不变；坐落于（stand的ing形式） n.
(Standing)人名；(英)斯坦丁；(德)施坦丁

500 stars 1 [stɑ:z] n. 星星，明星（star的复数形式）

5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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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2 steel 1 [sti:l] n.钢铁；钢制品；坚固 vt.钢化；使冷酷 adj.钢制的；钢铁业的；坚强的 n.(Steel)人名；(德)施特尔；(英)斯蒂尔

503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504 steps 1 n.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（=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）；台阶，步骤（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）

505 stone 1 [stəun] n.石头；结石；[宝]宝石 adj.石的，石制的 vt.向扔石块；用石头铺 n.(Stone)人名；(捷)斯托内；(瑞典)斯托内；
(英)斯通

5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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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7 strengthening 1 ['streŋθənɪŋ] n. 加固 动词strength的现在分词.

508 strip 1 [strip] vt.剥夺；剥去；脱去衣服 n.带；条状；脱衣舞 vi.脱去衣服

509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510 sunshine 1 ['sʌnʃain] n.阳光；愉快；晴天；快活 n.(Sunshine)人名；(英)森夏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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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2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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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4 sweat 1 [swet] vt.使出汗；流出；使干苦活；剥削；藉出汗减轻；焦急地期待 n.汗；水珠；焦急；苦差使 vi.出汗；辛苦工作；
懊恼；结水珠

5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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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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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7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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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8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519 temperature 1 n.温度；体温；气温；发烧

520 TENS 1 十位

521 terms 1 [tə:mz] n.地位，关系；[法]条款；术语；措辞；价钱（term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称为（term的三单形式）

522 test 1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523 therein 1 [,ðεər'in] adv.在其中；在那里

524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5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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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6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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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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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9 thrive 1 [θraiv] vi.繁荣，兴旺；茁壮成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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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1 tomb 1 [tu:m] n.坟墓；死亡 vt.埋葬 n.(Tomb)人名；(英)图姆

532 tons 1 [tʌnz] ad. [口]极其；非常

533 toothbrush 1 ['tu:θbrʌʃ] n.牙刷

534 toss 1 [tɔs, tɔ:s] n.投掷；摇荡；投掷的距离；掷币赌胜负 vt.投掷；使…不安；突然抬起；使…上下摇动；与…掷币打赌 vi.辗
转；被乱扔；颠簸；掷钱币决定某事 n.(Toss)人名；(瑞典)托斯

535 tourists 1 ['tuərɪsts] n. 旅游者，旅行者，观光客（名词tourist的复数形式）

536 toxic 1 ['tɔksik] adj.有毒的；中毒的

537 trade 1 [treid] n.贸易，交易；行业；职业 vi.交易，买卖；以物易物 vt.用…进行交换

538 traffic 1 ['træfik] n.交通；运输；贸易；[通信]通信量 vt.用…作交换；在…通行 vi.交易，买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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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0 transport 1 [træns'pɔ:t; trænz-træns'pɔ:t, trænz-, trɑ:n-, 'trænspɔ: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机；狂喜；流放犯 vt.运输；流放；使狂喜

541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542 treasures 1 英 ['treʒə(r)] 美 ['treʒər] n. 财富；宝物 vt. 珍藏；珍视

543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44 trucker 1 ['trʌkə] n.卡车司机；从事货车运输业者

545 trucking 1 ['trʌkiŋ] n.货车运输；货车运输业；以货易货 v.交易；打交道；用卡车运（truck的ing形式）

546 truck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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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7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5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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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9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550 unrelenting 1 [,ʌnri'lentiŋ] adj.无情的；不屈不挠的；不松懈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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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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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3 useful 1 ['ju:sful] adj.有用的，有益的；有帮助的

554 vessels 1 ['vesəlz] n. 容器；船只；血管 名词vessel的复数形式.

555 view 1 [vju:] n.观察；视野；意见；风景 vt.观察；考虑；查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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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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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8 walker 1 ['wɔ:kə] n.步行者；散步者；参加竞走者 n.(Walker)人名；(德、西、芬、瑞典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
5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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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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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1 wars 1 英 [wɔː (r)] 美 [wɔː r] n. 战争；斗争 v. 作战；斗争

562 wasn 1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
5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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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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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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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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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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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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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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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9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570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71 wood 1 [wud] n.木材；木制品；树林 vi.收集木材 vt.植林于；给…添加木柴 n.(Wood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、阿拉伯)伍德

572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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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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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5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576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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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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