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10-18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8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5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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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4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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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in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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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s 2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 that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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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ey 20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9 it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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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eople 19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1 we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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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or 1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3 plastic 1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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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this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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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so 1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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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Bali 13 ['bɑ:li] n.（印度尼西亚）巴厘岛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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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from 1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9 will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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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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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be 9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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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on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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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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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do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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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go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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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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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travel 7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29 up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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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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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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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how 6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33 if 6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34 into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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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lik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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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7 really 6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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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world 6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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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bring 5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41 but 5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
42 community 5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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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exchange 5 [iks'tʃeindʒ] n.交换；交流；交易所；兑换 vt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 vi.交换；交易；兑换

45 island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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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its 5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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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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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rice 5 [rais] n.稻；米饭 vt.把…捣成米糊状 n.(Rice)人名；(瑞典)里瑟；(塞)里采；(英)赖斯

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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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sti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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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whe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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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yasa 5 n. 亚萨(在刚果民主共和国；东经 21º25' 南纬 3º50')

54 after 4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55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56 can 4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的）食品罐头

57 d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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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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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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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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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62 mo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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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need 4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64 rule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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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5 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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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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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untranslated 4 [ʌntræns'leɪtɪd] n. 非翻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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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wa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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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72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73 allowed 3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
74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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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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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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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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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environment 3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80 fully 3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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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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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hand 3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
84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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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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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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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mad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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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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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no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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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out 3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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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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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recor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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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sai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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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sho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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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six 3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97 spread 3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98 then 3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99 things 3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100 tourism 3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
101 unidentified 3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102 use 3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103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04 wor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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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5 would 3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106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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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administration 2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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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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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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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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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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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beach 2 [bi:tʃ] n.海滩；湖滨 vt.将…拖上岸 vi.搁浅；定居 n.(Beach)人名；(英)比奇

114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115 become 2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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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cle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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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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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collect 2 [kə'lekt] vt.收集；募捐 vi.收集；聚集；募捐 adv.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.由收件人付款的 n.(Collect)人名；(英)科莱克特

120 concerned 2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121 coronavirus 2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122 d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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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dignity 2 ['dignəti] n.尊严；高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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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disease 2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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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economies 2 [ɪ'kɒnəmɪz] 节约；经济（名词economy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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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educate 2 ['edju:keit] vt.教育；培养；训练 vi.教育；训练

129 emergency 2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130 e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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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environments 2 [en'vaɪərənmənts] 环境

132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33 Farmers 2 n.[农]农民（farmer的复数）

134 feed 2 [fi:d] vt.喂养；供给；放牧；抚养（家庭等）；靠…为生 vi.吃东西；流入 n.饲料；饲养；（动物或婴儿的）一餐

135 finley 2 n.(Finley)人名；(英)芬利

136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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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food 2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38 founder 2 ['faundə] vi.失败；沉没；倒塌；变跛 vt.破坏；使摔倒；垮掉 n.创始人；建立者；翻沙工

139 give 2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140 giver 2 ['givə] n.给予者，赠予人；送礼者

141 goal 2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142 golden 2 ['gəuldən] adj.金色的，黄金般的；珍贵的；金制的 n.(Golden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、德、瑞典)戈尔登

1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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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had 2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
145 happiness 2 ['hæpinis] n.幸福

146 hero 2 ['hiərəu] n.英雄；男主角，男主人公

147 hol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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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48 h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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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hope 2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150 house 2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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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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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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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155 mouth 2 [mauθ] n.口，嘴；河口 vt.做作地说，装腔作势地说；喃喃地说出 vi.装腔作势说话

156 my 2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157 myself 2 [mai'self] pron.我自己；我亲自；我的正常的健康状况和正常情绪

158 negative 2 ['negətiv] adj.[数]负的；消极的；否定的；阴性的 n.否定；负数；[摄]底片 vt.否定；拒绝

159 normal 2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160 October 2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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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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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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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problems 2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166 receiver 2 [ri'si:və] n.接收器；接受者；收信机；收款员，接待者

167 recycling 2 [ˌriː 'saɪklɪŋ] n. 回收利用 动词recycle的现在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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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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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separate 2 vt.使分离；使分开；使分居 vi.分开；隔开；分居 adj.单独的；分开的；不同的；各自的； n..分开；抽印本

170 staple 2 ['steipl] n.主要产品；订书钉；主题；主食 adj.主要的，大宗生产的；常用的；纺织纤维的 vt.把…分级；钉住

171 test 2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172 thank 2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173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174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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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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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thou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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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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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80 vaccines 2 疫苗程序

181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182 vibe 2 [vaib] n.气氛，氛围 n.(Vibe)人名；(挪)维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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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way 2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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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w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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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188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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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within 2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190 yet 2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191 abroad 1 [ə'brɔ:d] adv.在国外；到海外 adj.往国外的 n.海外；异国

192 accept 1 [ək'sept] vt.接受；承认；承担；承兑；容纳 vi.承认；同意；承兑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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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achieve 1 vt.取得；获得；实现；成功 vi.达到预期的目的，实现预期的结果，如愿以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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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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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addresses 1 [ə'dres] n. 住址；网址；电子邮箱地址；称呼；致词；讲话；演讲；谈吐 v. 称呼；发表演说；提出；写地址；处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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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200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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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ahead 1 adj.向前；在前的；领先 adv.向前地；领先地；在（某人或某事物的）前面；预先；在将来，为未来

203 aiming 1 ['eɪmɪŋ] n. 瞄准；目的；引导 动词aim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04 aims 1 [eɪm] n. 目标；对准；枪法 vt. 瞄准；针对 vi. 瞄准；旨在；致力

205 airline 1 ['εəlain] n.航空公司；航线 adj.航线的

206 airlines 1 ['erlaɪns] n. 航空公司

207 airports 1 ['eəpɔː ts] 机场

208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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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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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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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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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213 angeles 1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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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216 anywhere 1 ['enihwεə] adv.在任何地方；无论何处 n.任何地方

217 applied 1 [ə'plaid] adj.应用的；实用的 v.应用；实施（apply的过去分词）；敷上

218 apply 1 [ə'plai] vt.申请；涂，敷；应用 vi.申请；涂，敷；适用；请求

219 approved 1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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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aren 1 阿伦

222 argue 1 ['ɑgju:] vi.争论，辩论；提出理由 vt.辩论，争论；证明；说服 n.(Argue)人名；(英、法)阿格

223 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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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225 association 1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226 authorized 1 ['ɔ:θəraizd] adj.经授权的；经认可的 v.授权；批准；辩护（authorize的过去分词）

227 Balinese 1 [,bɑ:li'ni:z] adj.巴厘岛的；巴里岛人的；巴厘语的 n.巴厘人；巴厘语

228 ball 1 [bɔ:l] n.球；舞会 vi.成团块 vt.捏成球形 n.(Ball)人名；(土)巴勒；(英、西)鲍尔；(法、德、俄、罗、捷)巴尔

229 balls 1 [bɔː l] n. 球；球状物；炮弹；舞会；愉快的经历；<口>胆量；胡说；（复）睾丸 v. 使成球状；呈球状；<俚>性交

230 ban 1 [bæn] vt.禁止，取缔 n.禁令，禁忌 n.(Ban)人名；(日)蕃(名)；(缅、老、柬)班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万；(法)邦；(中)饼(广东
话·威妥玛)；(德、塞、罗、阿拉伯)巴恩；(英)班恩

231 barking 1 ['bɑ:kiŋ] n.狗叫声；[木]剥皮，去皮 v.吠（bark的ing形式）；厉声说出 n.(Barking)人名；(德)巴尔金

232 barter 1 ['bɑ:tə] vi.进行易货贸易；[贸易]作物物交换；讨价还价 vt.以…作为交换；拿…进行易货贸易 n.易货贸易；物物交换；
实物交易 n.(Barter)人名；(英)巴特

233 beautiful 1 ['bju:tiful] adj.美丽的 出色地 出色的 迷人的 迷人地

234 been 1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235 begin 1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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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Beverly 1 ['bevəli] n.贝弗莉（女子名）

238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239 bord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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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born 1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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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Brazil 1 [brə'zil] n.巴西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243 breakfast 1 ['brekfəst] n.早餐；早饭 vi.吃早餐 vt.为…供应早餐

244 breaks 1 [b'reɪks] n. 断裂 名词break的复数形式.

245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246 bu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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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248 called 1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249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250 canine 1 ['keinain] adj.犬的；犬齿的；犬科的；似犬的 n.犬；[解剖]犬齿 n.(Canine)人名；(英)卡奈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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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
253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254 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
255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256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
257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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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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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261 circular 1 adj.循环的；圆形的 n.通知，传单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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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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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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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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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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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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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confusion 1 [kən'fju:ʒən] n.混淆，混乱；困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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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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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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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country 1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
乐的

274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275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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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278 dangers 1 丹赫尔斯

279 day 1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280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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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delta 1 ['deltə] n.（河流的）三角洲；德耳塔（希腊字母的第四个字） n.(Delta)人名；(英、罗、葡)德尔塔

283 Denver 1 ['denvə] n.丹佛（地名，美国城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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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dependent 1 [di'pendənt] adj.依靠的；从属的；取决于…的 n.依赖他人者；受赡养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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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dinner 1 ['dinə] n.晚餐，晚宴；宴会；正餐 n.(Dinner)人名；(法)迪内

288 dispose 1 [dis'pəuz] vt.处理；处置；安排 vi.处理；安排；（能够）决定 n.处置；性情

289 dog 1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
290 doggy 1 ['dɔgi] adj.像狗的；时髦的；装阔气的 n.小狗；幼犬

291 dream 1 [dri:m] vi.梦想；做梦，梦见；想到 n.梦想，愿望；梦 vt.梦想；做梦；想到 adj.梦的；理想的；不切实际的

292 dried 1 [draid] adj.干燥的；弄干了的 v.使干（原形是dry）

293 drug 1 [drʌg] n.药；毒品；麻醉药；滞销货 vt.使服麻醉药；使服毒品；掺麻醉药于 vi.吸毒 n.(Drug)人名；(罗)德鲁格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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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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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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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eligible 1 ['elidʒəbl] adj.合格的，合适的；符合条件的；有资格当选的 n.合格者；适任者；有资格者

298 else 1 [els] adv.其他；否则；另外 adj.别的；其他的 n.(Else)人名；(英)埃尔斯；(德)埃尔泽；(芬、丹)埃尔塞

299 embarrassed 1 [im'bærəst] adj.尴尬的；窘迫的 v.使...困窘；使...局促不安（embarrass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300 empowering 1 [ɪm'paʊərɪŋ] n. 授权，允许；【中药学】相使 动词empower的现在分词形式

301 enforce 1 [in'fɔ:s] vt.实施，执行；强迫，强制

302 enter 1 ['entə] vt.进入；开始；参加 vi.参加，登场；进去 n.[计]输入；回车 n.(Enter)人名；(英)恩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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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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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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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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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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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everywhere 1 ['evrihwεə] adv.到处 n.每个地方

309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310 expanded 1 [ik'spendid] adj.扩充的；展开的 vt.扩大（expand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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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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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314 feel 1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315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316 fetch 1 [fetʃ] vt.取来；接来；到达；吸引 vi.拿；取物；卖得 n.取得；诡计

317 fetched 1 取来 接来 到达 吸引（fetch的过去分词形式） 拿 取物 卖得（fetch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318 fetches 1 [fetʃ] vt. 取来；卖得；给（某人）一击 n. 取得

319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320 Fiji 1 ['fi:dʒi:] n.斐济（太平洋西南部的岛国，在新西兰之北，首都苏瓦）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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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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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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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flights 1 [flaɪt] n. 飞行；航班；镖尾；逃走，逃离，溃逃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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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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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fun 1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
328 games 1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329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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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332 Guinness 1 ['ginis] n.吉尼斯黑啤酒（英国产强性黑啤酒的一种）

333 habit 1 ['hæbit] n.习惯，习性；嗜好 vt.使穿衣

334 handle 1 ['hændl] n.[建]把手；柄；手感；口实 vt.处理；操作；运用；买卖；触摸 vi.搬运；易于操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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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337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338 heart 1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
339 heavily 1 ['hevili] adv.沉重地；猛烈地；沉闷地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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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341 hike 1 [haik] vi.远足；徒步旅行；上升 vt.提高；拉起；使…高涨 n.远足；徒步旅行；涨价

342 Hills 1 n.希尔思（猫粮品牌）

343 hit 1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344 holistic 1 [həu'listik] adj.整体的；全盘的

345 homeland 1 ['həumlænd] n.祖国；故乡

346 hotels 1 霍特尔斯

347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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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8 hungry 1 ['hʌŋgri] adj.饥饿的；渴望的；荒年的；不毛的
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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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0 implausible 1 [im'plɔ:zəbl] adj.难以置信的，不像真实的

351 implemented 1 ['ɪmplɪmentɪd] adj. 应用的 动词implem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52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353 income 1 ['inkʌm] n.收入，收益；所得

354 India 1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355 indicated 1 adj.表明的；指示的 v.表明（indicate的过去分词）；指出；显示

356 Indonesia 1 ['indəu'ni:zjə,-ʒə] n.印尼，印度尼西亚（东南亚岛国）

357 Indonesian 1 [,indəu'ni:zjən] n.印尼人；印尼语群；印度尼西亚语 adj.印尼的

358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359 inside 1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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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inspire 1 [in'spaiə] vt.激发；鼓舞；启示；产生；使生灵感

361 Iran 1 [i'rɑ:n; i'ræn] n.伊朗（亚洲国家）

362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363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364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365 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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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lay 1 vt.躺下；产卵；搁放；放置；铺放；涂，敷 adj.世俗的；外行的；没有经验的 n.位置；短诗；花纹方向；叙事诗；性伙伴
vi.下蛋；打赌 v.躺；位于（lie的过去式）

368 listing 1 ['listiŋ] n.列表，清单 v.列表（list的现在分词） n.(Listing)人名；(德)利斯廷

369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370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371 lobbying 1 英 ['lɒbi] 美 ['lɑːbi] n. 大厅；民众接待厅；游说议员者 v. 游说

372 Lo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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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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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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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lots 1 [lɔts] n.大量，许多；一堆；命运（lot的复数） adv.很，非常 v.抽签；分组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（lot的三单形式）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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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loves 1 [lʌv] v. 爱；热爱；喜欢 n. 爱；热爱；爱情；恋爱；喜爱；情人；(网球)零分

378 lunch 1 n.午餐 vt.吃午餐；供给午餐 vi.吃午餐；供给午餐

379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380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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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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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millions 1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385 minutes 1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
386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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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mouthful 1 ['mauθful] n.一口，满口

389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390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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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1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392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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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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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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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397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3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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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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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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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patties 1 ['pæti] n. <美>肉饼 Patty n. 帕蒂(女子名；Mathilda；Matilda；Martha 的昵称)

4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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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pH 1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
404 Philippines 1 ['filipi:nz; fili'pi:nz] n.菲律宾

405 phrase 1 [freiz] n.短语,习语,措辞,乐句 vt.措词,将(乐曲)分成乐句

406 picking 1 ['pikiŋ] n.采摘；掘，撬开；采得物；赃物 v.采摘，挑选，挑惕（pick的ing形式）

407 pilots 1 ['paɪləts] n. 飞行员；向导 名词pilot的复数形式.

4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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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410 plant 1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特；(法)普朗

411 polluted 1 [pə'lju:tid] adj.受污染的；被玷污的 v.污染（pollu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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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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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proper 1 ['prɔpə] adj.适当的；本身的；特有的；正派的 adv.完全地 n.(Proper)人名；(英、德)普罗珀

416 prosperity 1 [prɔs'periti] n.繁荣，成功

417 protest 1 [prəu'test, 'prəu-] vi.抗议；断言 vt.抗议；断言 n.抗议 adj.表示抗议的；抗议性的

418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419 rates 1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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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422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423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424 reopening 1 英 [ˌriː 'əʊpən] 美 [ˌriː 'oʊpən] v. 重开；再开

425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426 resident 1 adj.居住的；定居的 n.居民；住院医生

427 restaurants 1 餐馆

428 retrieved 1 [rɪ'triː vd] adj. 寻回的；恢复的 动词retrie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29 retriever 1 [ri'tri:və] n.（训练成能寻回猎物的）猎犬；取回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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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1 river 1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432 rule 1 [ru:l] vi.统治；管辖；裁定 n.统治；规则 vt.统治；规定；管理；裁决；支配 n.(Rule)人名；(英)鲁尔；(塞)鲁莱

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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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scheduling 1 ['ʃedju lːɪŋ] n. 行程安排；时序安排 动词schedule的现在分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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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5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4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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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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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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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9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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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sets 1 n.[数]集合，设置（set的复数） v.放置（set单三形式）

442 shortages 1 ['ʃɔː tɪdʒɪz] 缺陷

4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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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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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shutdown 1 ['ʃʌtdaun] n.关机；停工；关门；停播

446 slowing 1 英 [sləʊɪŋ] 美 [sloʊɪŋ] n. 慢化；减速 动词slow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47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448 Solomon 1 ['sɔləmən] n.所罗门（男子名）；所罗门（古以色列国王大卫之子，以智慧著称）；大智者，聪明人

4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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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0 somewhat 1 ['sʌmhwɔt, -hwət] n.几分；某物 adv.有点；多少；几分；稍微

4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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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2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453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54 Stat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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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5 stricter 1 [strɪkt] adj. 严格的；精确的；完全的

4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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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57 succeed 1 [sək'si:d] vi.成功；继承；继任；兴旺 vt.继承；接替；继…之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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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9 supporting 1 [sə'pɔ:tiŋ] adj.支持的；辅助性的；次要的 n.支持；支承面 v.支持；供养（support的ing形式）

460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461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462 temple 1 ['templ] n.庙宇；寺院；神殿；太阳穴 n.(Temple)人名；(法)唐普勒；(英)坦普尔

463 tennis 1 n.网球（运动） n.（英）坦尼斯（人名）

464 territory 1 ['teritəri] n.领土，领域；范围；地域；版图

465 than 1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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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4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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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9 thrown 1 [θrəun, 'θrəun] v.抛（throw的过去分词）；扔掉

470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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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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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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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4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475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4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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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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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8 traveling 1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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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9 tree 1 [tri:] n.树；木料；树状物 vt.把...赶上树 vi.爬上树；逃上树 n.(Tree)人名；(英)特里

480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4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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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2 types 1 ['taɪps] n. 类型 v.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.

483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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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5 vaccine 1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486 variants 1 变体

487 version 1 ['və:ʃən] n.版本；译文；倒转术

488 vibrant 1 ['vaibrənt] adj.振动的；充满生气的；响亮的；战栗的 n.(Vibrant)人名；(德)维布兰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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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villagers 1 ['vɪlɪdʒəz] n. 乡下人

491 villages 1 ['vilidʒəz] n. 村庄，村（名词village的复数形式）；<大写>比利亚赫斯（姓氏）

492 vulnerable 1 ['vʌlnərəbl] adj.易受攻击的，易受…的攻击；易受伤害的；有弱点的

493 wai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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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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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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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6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497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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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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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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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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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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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504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05 worker 1 ['wə:kə] n.工人；劳动者；职蚁 n.(Worker)人名；(英)沃克

506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507 younger 1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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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9 yourself 1 [jɔ:'self, juə-, jə-] pron.你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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