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10-22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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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bove 1 [ə'bʌv] prep.超过；在……上面；在……之上 adv.在上面；在上文 adj.上文的 n.上文

3 abundance 1 [ə'bʌndəns] n.充裕，丰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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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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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 according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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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chievement 1 n.成就；完成；达到；成绩

8 adds 1 abbr.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(=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)

9 afloat 1 [ə'fləut] adj.在海上的；飘浮的；浸满水的；在传播的 adv.在海上；飘浮著；浸满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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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gain 3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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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ge 2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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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isle 1 [ail] n.通道，走道；侧廊

16 a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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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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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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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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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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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mericans 3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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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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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nd 4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8 anoth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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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pproaching 1 [ə'prəutʃiŋ] v.接近（approach的ing形式）；[航]进场；侵入

30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31 are 10 [强ɑ:, 弱ə] v.是（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） n.公亩 n.(Are)人名；(意、西、芬)阿雷

32 around 4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33 arrived 1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4 a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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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36 association 2 [ə,səusi'eiʃən, ə,səuʃi'ei-] n.协会，联盟，社团；联合；联想

37 at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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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 athlete 5 ['æθli:t] n.运动员，体育家；身强力壮的人

39 athletic 1 [æθ'letik] adj.运动的，运动员的；体格健壮的

40 attend 2 [ə'tend] vt.出席；上（大学等）；照料；招待；陪伴 vi.出席；致力于；照料；照顾

41 averag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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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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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averaging 1 ['ævəridʒiŋ] n.求平均值；拉平价格；为取得更高的平均价格而买进（卖出） adj.平均的 v.平均（average的ing形式）

43 awesome 3 [英['ɔː s(ə)m] 美['ɔsəm]] adj.令人敬畏的；使人畏惧的；可怕的；极好的

44 back 3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后
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45 bad 1 [bæd] adj.坏的；严重的；劣质的 n.坏事；坏人 adv.很，非常；坏地；邪恶地 n.(Bad)人名；(罗)巴德

46 bagged 1 [bægd] adj.松弛下垂的；喝醉的 v.收割（bag的过去分词）

47 bags 1 n.[包装]包（bag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装入袋中（ba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48 basic 1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
49 batman 1 n.蝙蝠侠

50 bay 1 [bei] n.海湾；狗吠声 vt.向…吠叫 vi.吠叫；大声叫嚷 n.(Bay)人名；(越)七；(英、老)贝；(德、意、罗、捷、土、丹)巴伊；
(匈)鲍伊；(瑞典)巴伊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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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53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54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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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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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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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behavior 1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
59 being 4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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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best 2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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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bigger 1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
64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65 bill 1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
66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67 bit 1 n.[计]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老一套；一点，一块 vt.控制 adj.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 adv.有点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8 blount 8 n. 布朗特

69 boat 1 [bəut] n.小船；轮船 vi.划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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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bumpy 1 ['bʌmpi] adj.颠簸的；崎岖不平的

72 bu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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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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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called 2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75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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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Canada 2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78 candy 4 ['kændi] vt.用糖煮；使结晶为砂糖；美化 vi.糖煮；成为结晶 n.糖果（等于sweets）；冰糖（等于
sugarcandy，rockcandy）；毒品 adj.新潮的（服饰）；甜言蜜语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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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Carl 5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81 case 3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82 cases 7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83 category 1 ['kætigəri] n.种类，分类；[数]范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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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causes 1 [kɔː zɪz] n. 原因，理由；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.

85 celebrants 1 n.司仪神父，天主教主领弥撒的神父( celebrant的名词复数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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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charted 1 英 [tʃɑ tː] 美 [tʃɑ rːt] n. 图表；规划图；排行榜 v. 制成图表；绘制地图；规划

88 chocolate 2 ['tʃɔkəlit] n.巧克力，巧克力糖；巧克力色 adj.巧克力色的；巧克力口味的 n.(Chocolate)人名；(葡)绍科拉特

89 chris 2 [kris] n.克里斯（男子名）；克莉丝（女子名）

90 classroom 1 ['klɑ:srum] n.教室

91 climb 1 [klaim] vi.爬；攀登；上升 vt.爬；攀登；上升 n.爬；攀登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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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closer 2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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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coach 1 n.教练；旅客车厢；长途公车；四轮大马车 vt.训练；指导 vi.作指导；接受辅导；坐马车旅行 n.蔻驰（皮革品牌）

96 college 6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97 co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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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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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9 committed 1 [kə'mitid] adj.坚定的；效忠的；承担义务的 v.承诺；委托；干坏事；付诸（commit的过去分词）

100 completed 1 [kəm'pliː 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01 concerning 2 [kən'sə:niŋ] prep.关于；就…而言 v.涉及；使关心（concern的ing形式）；忧虑

102 conducted 1 [kən'dʌkt] n. 行为；举动；品行 v. 引导；指挥；管理 vt. 导电；传热

103 confectioners 1 n.糖果制造人，糖果店( confectioner的名词复数 )

104 Connecticut 1 n.美国康涅狄格州（位于美国东北部）

105 consistent 1 [kən'sistənt] adj.始终如一的，一致的；坚持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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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contribution 1 [,kəntri'bju:ʃən] n.贡献；捐献；投稿

108 contributor 1 [kən'tribjutə] n.贡献者；投稿者；捐助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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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corn 1 [kɔ:n] n.（美）玉米；（英）谷物；[皮肤]鸡眼 vt.腌；使成颗粒 n.(Corn)人名；(英、法、瑞典)科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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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costume 2 ['kɔstju:m, kɔ'stju:m] n.服装，装束；戏装，剧装 vt.给…穿上服装

113 costumes 1 英 ['kɒstjuːm] 美 ['kɑːstuːm] n. 服装；剧装 vt. 提供服装；为 ... 设计服装 adj. 服装打扮的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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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cours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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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covid 4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17 current 2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特

118 currently 2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119 daily 2 ['deili] adj.日常的；每日的 n.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日常地；每日；天天 n.(Daily)人名；(英)戴利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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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d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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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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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124 debbie 8 ['debi] n.黛比（女子名，等于Debby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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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decorations 1 [dekə'reɪʃəns] n. 装饰品 名词decoration的复数形式.

127 decrease 1 [di'kri:s, 'di:-, 'di:kri:s, di'k-] n.减少，减小；减少量 vi.减少，减小 vt.减少，减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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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definitely 1 ['definitli] adv.清楚地，当然；明确地，肯定地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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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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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despite 1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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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134 dip 1 [dip] vt.浸，泡，蘸；舀取；把伸入 vi.浸；下降，下沉；倾斜；舀，掏 n.下沉，下降；倾斜；浸渍，蘸湿 n.(Dip)人名；
(尼)迪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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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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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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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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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doing 2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41 dominated 1 ['dɒmɪneɪtɪd] adj. 受控的 动词dom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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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3 doubts 1 [daʊt] n. 怀疑；疑惑；悬而未定 vt. 怀疑；不信任 vi. 不确定

144 dow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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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draws 1 [drɔː z] n. 拉；吸入；抽取 名词draw的复数形式.

146 dream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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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dries 1 [draɪz] dry的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时

148 driven 1 adj.被动的，受到驱策的；有紧迫感的；（人）发愤图强的 v.驾驶，开车（drive的过去分词）

149 drop 1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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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52 eagles 1 ['iː ɡl] n. 鹰

153 early 5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154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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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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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58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59 evan 1 ['evən] n.埃文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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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ever 2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162 every 2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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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excited 1 [ik'saitid] adj.兴奋的；激动的；活跃的 v.激动；唤起（excit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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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explaining 1 [ɪk'spleɪn] v. 说明；解释

167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168 falling 1 ['fɔ:liŋ] adj.下降的；落下的 n.下降；落下；陷落 v.落下（fall的ing形式） n.(Falling)人名；(瑞典)法林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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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171 father 1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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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favorites 1 ['feɪvərɪts] n. 特别喜爱的人或物；收藏夹 名词favorite的复数形式.

173 federation 2 ['fedəreiʃən] n.联合；联邦；联盟；联邦政府

174 feel 2 ['fi:l] vt.感觉；认为；触摸；试探 vi.觉得；摸索 n.感觉；触摸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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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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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fir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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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float 1 [fləut] vt.使漂浮；实行 vi.浮动；飘动，散播；摇摆；付诸实施 n.彩车，花车；漂流物；浮舟；浮萍 n.(Float)人名；(英)弗
洛特

179 flood 1 [flʌd] vt.淹没；充满；溢出 vi.涌出；涌进；为水淹没 n.洪水；泛滥；一大批 n.(Flood)人名；(英)弗勒德；(瑞典、芬)弗洛
德

180 fluctuated 1 ['flʌktʃueɪt] vi. 波动；动摇；起伏 vt. 使动摇

181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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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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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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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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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frequently 1 ['fri:kwəntli] adv.频繁地，经常地；时常，屡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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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89 full 2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190 game 1 [geim] n.游戏；比赛 adj.勇敢的 vi.赌博 n.(Game)人名；(英)盖姆；(法)加姆；(西)加梅

191 Georgia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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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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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ghost 1 [gəust] n.鬼，幽灵 vt.作祟于；替…捉刀；为人代笔 vi.替人代笔

194 g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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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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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golf 6 [gɔlf] n.高尔夫球；高尔夫球运动 vi.打高尔夫球 n.(Golf)人名；(西、挪)戈尔夫

197 golfer 2 ['gɔlfə] n.高尔夫球手

198 goo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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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go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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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201 grace 1 [greis] n.优雅；恩惠；魅力；慈悲 vt.使优美 n.(Grace)人名；(英)格雷斯，格雷丝(女名)；(法)格拉斯

202 grades 1 [ɡ'reɪdz] n. （评分）等级；技巧水平；阶段（名词grade的复数形式） v. 分级；评分；渐次变化（grade的第三人称单数
形式）

203 graph 1 [grɑ:f, græf] n.图表；曲线图 vt.用曲线图表示 n.(Graph)人名；(英)格拉夫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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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h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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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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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Halloween 9 [,hæləu'i:n] n.万圣节前夕（指十月三十一日夜晚）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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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Hartford 1 ['hɑ:tfəd] n.哈特福特（美国康涅狄格州首府）

210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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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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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headed 1 ['hedid] adj.有头的；有标题的 v.率领（head的过去分词）；朝向；走在…的前头

214 health 2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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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heartbreaking 1 ['hɑ:t,breikiŋ] adj.悲伤或失望到难忍程度的；令人悲伤的 v.使…心碎（heartbreak的ing形式）

217 height 1 [hait] n.高地；高度；身高；顶点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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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hemisphere 1 ['hemi,sfiə] n.半球

220 her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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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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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hers 1 [hə:z] pron.她的（所有格） n.(Hers)人名；(法)埃尔

223 hey 1 [hei] int.喂！（引起注意等）；你好！（表示问候） n.干草（等于hay） n.(Hey)人名；(法)埃；(柬)海；(德、英)海伊

224 hig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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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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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hi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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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hits 1 [hɪts] n. [计]采样数 名词hit的复数形式.

229 holds 1 英 [həʊldz] 美 [hoʊldz] n. 货舱；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.

230 holes 2 英 [həʊlz] 美 [hoʊlz] n. 洞；孔 名词hole的复数形式.

231 holidays 1 ['hɔlədiz] adv.每逢假日，在假日 v.度假（holiday的单三形式） n.假日（holiday的复数形式）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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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homecoming 1 ['həum,kʌmiŋ] n.归国；同学会；省亲回家

234 homes 1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国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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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hopeful 2 ['həupful] adj.有希望的；有前途的 n.有希望成功的人

237 hopefully 1 ['həupfuli] adv.有希望地，有前途地

238 hou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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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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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husband 1 ['hʌzbənd] vt.节约地使用（或管理） n.丈夫 n.(Husband)人名；(英)赫斯本德

241 idea 3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242 if 7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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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4 impacts 1 ['ɪmpækt] n. 影响；冲击力；撞击 vt. 挤入；压紧；撞击；对 ... 发生影响 vi. 冲击；撞击；产生影响

245 in 3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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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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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248 incredible 1 adj.难以置信的，惊人的；极好的

249 indoor 1 ['indɔ:] adj.室内的，户内的

250 initially 1 [i'niʃəli] adv.最初，首先；开头

251 inspiration 1 [,inspə'reiʃən] n.灵感；鼓舞；吸气；妙计

252 instructor 1 [in'strʌktə] n.指导书；教员；指导者

253 insurance 1 [in'ʃuərəns] n.保险；保险费；保险契约；赔偿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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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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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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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introduced 1 [ɪntrəd'juːst] v. 介绍，引进（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57 is 2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58 Islands 1 ['ailənds] n.群岛（island的复数）；岛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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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it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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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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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James 2 [dʒeimz] n.詹姆斯（姓氏，男子名）；《雅各书》

263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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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joke 1 [dʒəuk] n.玩笑，笑话；笑柄 vt.开…的玩笑 vi.开玩笑 n.(Joke)人名；(英)乔克；(塞)约凯

266 June 1 n.六月；琼（人名，来源于拉丁语，含义是“年轻气盛的六月”）

267 jus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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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kee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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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kids 1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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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know 4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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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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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275 la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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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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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lauren 3 n.劳伦（姓氏）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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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
280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81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282 like 2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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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list 1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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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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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living 2 ['liviŋ] adj.活的；现存的；活跃的；逼真的 n.生活；生存；生计 v.生活；居住（live的ing形式）；度过 n.(Living)人名；
(英)利文

288 ll 3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289 loan 1 [ləun] n.贷款；借款 vi.借出 vt.借；借给

290 lockdown 1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291 lo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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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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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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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loved 1 [lʌvd] v.热爱（lov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恋爱的；受珍爱的

295 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296 lugging 1 ['lʌɡɪŋ] 超载运转能力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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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man 2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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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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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mark 1 n.标志；马克；符号；痕迹；分数 vi.作记号 vt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 n..标志；做标记于；打分数

301 martin 2 ['mɑ:tin] n.紫崖燕

302 massive 1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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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mayor 1 ['mεə] n.市长 n.(Mayor)人名；(英)梅厄；(法、西、俄)马约尔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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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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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mentally 1 ['mentəli] adv.精神上，智力上；心理上

308 mid 3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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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million 1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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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minds 1 [maɪnd] n. 头脑；精神；心；想法；意见；心思；注意力；有才智的人；记忆；心情；理智；[宗]追思弥撒；上帝 v. 留
心；注意；专心于；介意；照顾

313 mine 1 [main] n.矿，矿藏；矿山，矿井；地雷，水雷 vt.开采，采掘；在…布雷 vi.开矿，采矿；埋设地雷 pron.我的 n.(Mine)人
名；(德、塞、土、毛里塔)米内

314 money 3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315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316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17 more 7 [mɔ:] adv.更多；此外；更大程度地 adj.更多的；附加的 pron.更多的数量 n.更多 n.(More)人名；(英、法)莫尔；(意、西、
以)莫雷

318 Moscow 2 ['mɔskəu] n.莫斯科（俄罗斯首都）

319 mo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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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move 1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321 moved 2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22 much 2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323 must 1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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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national 3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326 nationally 1 ['næʃənəli] adv.全国性地；以国民立场地；举国一致地

327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328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329 new 8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330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331 nex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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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nichols 1 n.尼克尔斯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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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nominated 1 ['nɒmɪneɪtɪd] adj. 被提名的；被任命的 动词nom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35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336 not 7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37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338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339 nrf 2 n. 海军反应堆设备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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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Numbers 6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342 obviously 1 ['ɔbviəsli] adv.明显地 显然地

343 October 2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344 of 3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45 officials 2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346 oh 2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
347 old 4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348 O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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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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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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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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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options 1 ['ɒpʃnz] 选择；选择权,名词option的复数形式

354 or 3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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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357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58 o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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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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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overall 2 ['əuvərɔ:l, ,əuvə'rɔ:l] adj.全部的；全体的；一切在内的 adv.全部地；总的说来 n.工装裤；罩衫

361 owners 1 ['əʊnəz] 业主

362 pandemic 2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363 participate 1 vi.参与，参加；分享 vt.分享；分担 [过去式participated过去分词participated现在分词participating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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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passes 1 ['paː sɪz] n. 途径；通行 名词pass的复数形式.

366 pause 1 [pɔ:z] n.暂停；间歇 vi.暂停，停顿，中止；踌躇 n.(Pause)人名；(德)保泽

367 peaked 1 [pi:kt] adj.尖的；消瘦的；有遮檐的 v.到达高点，消瘦，竖起（pea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368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69 per 2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370 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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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person 2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
372 pl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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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planning 2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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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plateaued 2 英 ['plætəʊ] 美 [plæ'toʊ] n. 高原；平稳；稳定状态 vi. 到达平稳阶段

376 pl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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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plumbing 1 ['plʌmiŋ] n.铅工业；铅管品制造 v.探究；垂直悬挂；用铅锤测量；灌铅以增重（plumb的现在分词）
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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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pop 1 [pɔp] n.流行音乐；汽水；砰然声；枪击 vi.突然出现；爆开；射击；瞪大；发出爆裂声 vt.取出；开枪打；抛出；突然伸
出；突然行动 adj.流行的；通俗的；热门的 adv.突然；砰地 abbr.邮局协议（postofficeprotocol） n.(Pop)人名；(罗、捷、塞)波
普

380 popular 2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381 positive 3 ['pɔzətiv, -zi-] adj.积极的；[数]正的，[医][化学]阳性的；确定的，肯定的；实际的，真实的；绝对的 n.正数；[摄]正片
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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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pouring 1 [pɔː rɪŋ] adj. 倾泄的 动词pour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84 predicts 1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
385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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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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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7 princess 1 [prin'ses, 'prinsis] n.公主；王妃；女巨头 n.(Princess)人名；(英)普琳西丝；

388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389 projected 1 [prə'dʒektɪd] adj. 规划中的；突出的；投影的 动词proj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90 projects 1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391 promising 1 ['prɔmisiŋ] adj.有希望的，有前途的 v.许诺，答应（promis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392 pumpkin 1 ['pʌmpkin, 'pʌŋ-] n.南瓜

393 queen 1 [kwi:n] n.女王，王后；（纸牌中的）皇后；（蜜蜂等的）蜂王 vt.使…成为女王或王后 vi.做女王 n.(Queen)人名；(英)奎
因

394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3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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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ray 1 n.射线；光线；【鱼类】鳐形目(Rajiformes)鱼 vt.放射；显出 vi.放射光线；浮现
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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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reached 1 到达

3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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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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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402 recor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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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reese 1 [ri:s] n.里斯（姓氏）

404 Reinhardt 8 莱因哈特（人名）

405 reinventing 1 [ˌriː ɪn'vent] v. 再发明；改造；重新使用

4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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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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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reminds 1 [rɪ'maɪnd] vt. 使想起；提醒

409 renewal 1 [ri'nju:əl] n.更新，恢复；复兴；补充；革新；续借；重申

410 Reno 1 ['ri:nəu] n.里诺（美国一城市名，著名的“离婚城市”）
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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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reported 3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413 reports 1 英 [rɪ'pɔː t] 美 [rɪ'pɔː rt] n. 报告；传闻；成绩单；爆炸声 v. 报告；报导；叙述；举报；报到；对…负责

414 requirements 1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415 resail 1 [riː 'seɪl] vi. 再航行(回航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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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retail 3 ['ri:teil] vt.零售；转述 vi.零售 n.零售 adv.以零售方式 adj.零售的 n.(Retail)人名；(法)勒塔伊

418 retailers 1 ['riː teɪləz] 零售商

419 retirement 1 [ri'taiəmənt] n.退休，退役
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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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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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Roberts 1 ['rɔbəts] n.罗伯茨（姓氏）

424 rose 2 n.玫瑰；粉红色；蔷薇（花）；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.玫瑰花的；玫瑰色的；粉红色的；带有玫瑰香味的 vt.使成玫瑰色，
使（面颊）发红；使有玫瑰香味 vi.起义(rise的过去式)；升起；（数量）增加；休会

425 run 1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
4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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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7 Russia 1 ['rʌʃə] n.俄罗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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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8 Russian 1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429 sales 3 [seilz] adj.销售的，售货的；有关销售的 n.销售（sale的复数）；销售额 n.(Sales)人名；(意、西、葡)萨莱斯；(法)萨勒；
(英)塞尔斯

430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431 s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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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2 saying 1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433 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34 scholarship 1 ['skɔləʃip] n.奖学金；学识，学问

435 school 3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436 scores 1 英 [skɔː (r)] 美 [skɔː ] vt. 得分；获胜；刻划；划线；批评；给 ... 谱曲 n. 得分；刻痕；二十；乐谱 vi. 得分；记分；得胜

437 sea 2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438 season 2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439 seasonal 1 ['si:zənəl] adj.季节的；周期性的；依照季节的

440 secon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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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se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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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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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3 seen 3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444 seller 1 ['selə] n.卖方，售货员 n.(Seller)人名；(匈)谢勒；(西)塞列尔

445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446 shape 1 [ʃeip] n.形状；模型；身材；具体化 vt.形成；塑造，使成形；使符合 vi.形成；成形；成长 n.(Shape)人名；(瑞典)沙佩

447 sharp 1 adj.急剧的；锋利的；强烈的；敏捷的；刺耳的 adv.急剧地；锐利地；突然地 n.尖头 vt.磨快；把音调升高 vi.升音演奏
n.(Sharp)人名；(英)夏普

448 she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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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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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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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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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2 significantly 1 adv.显著地；相当数量地

453 simple 1 ['simpl] adj.简单的；单纯的；天真的 n.笨蛋；愚蠢的行为；出身低微者 n.(Simple)人名；(法)桑普勒

454 since 4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455 ski 1 [ski:, ʃi:] n.滑雪橇 vi.滑雪 adj.滑雪（用）的

456 slight 1 [slait] adj.轻微的，少量的；脆弱的；细长的；不重要的 vt.轻视，忽略；怠慢 n.怠慢；轻蔑

4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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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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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9 someone 1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460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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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1 sophomore 1 ['sɔfəmɔ:] n.大学二年级生；（美）有二年经验的人 adj.二年级的；二年级学生的

462 sophomores 1 n.（中等、专科学校或大学的）二年级学生( sophomore的名词复数 )

463 spend 2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464 spending 3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465 spider 2 ['spaidə] n.蜘蛛；设圈套者；三脚架

466 spike 2 [spaik] n.长钉，道钉；钉鞋；细高跟 vt.阻止；以大钉钉牢；用尖物刺穿 n.(Spike)人名；(瑞典)斯皮克

467 spokesperson 1 ['spəuks,pə:s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468 spreading 1 ['spredɪŋ] n.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.

469 spring 1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470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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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1 starts 1 [s'tɑ tːs] v. 开始；启动；开创（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开始；开创（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）

4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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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3 steady 1 ['stedi] adj.稳定的；不变的；沉着的 vi.稳固 vt.使稳定；稳固；使坚定 adv.稳定地；稳固地 n.关系固定的情侣；固定支
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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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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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6 stocking 1 ['stɔkiŋ] n.长袜 n.(Stocking)人名；(英)斯托金

477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478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479 stores 1 [s'tɔː z]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

480 stor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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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1 straightest 1 [streɪt] adj. 直的；坦率的；正直的；准的；连续的；异性恋的 adv. 笔直地；直接；坦率地；连续不断地 n. 直的东
西；传统的人；异性恋者

4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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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3 strategies 1 ['strætədʒi] n. 策略；战略

484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485 student 6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486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487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488 survey 1 [sə:'vei, 'sə:vei, sə-] n.调查；测量；审视；纵览 vt.调查；勘测；俯瞰 vi.测量土地

489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4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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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teaching 1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492 team 2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493 teammate 2 ['ti:mmeit] n.队友，同队队员

494 tear 1 [tɛə,tiə] n.眼泪,（撕破的）洞或裂缝,撕扯 vt.撕掉,扯下,扰乱 vi.流泪,撕破 n.(Tear)人名；(英)蒂尔

495 technician 1 [tek'niʃən] n.技师，技术员；技巧纯熟的人

496 tells 1 [tel] v. 告诉；吩咐；讲述；表达；辨别；判断；泄露；告发；产生效果

497 tests 3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498 tha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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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9 thankfully 1 ['θæŋkfulli] adv.感谢地；感激地

500 that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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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1 the 7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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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then 6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504 there 7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05 they 9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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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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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8 this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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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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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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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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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2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5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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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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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4 tim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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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5 to 4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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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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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7 too 3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518 tops 1 [tɔps] adj.第一流的，最上等的 n.顶部，顶端（top的复数形式） v.达到…的顶端（t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5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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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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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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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transported 1 v.[植]运输；搬运（transport的过去式）

523 treating 1 [triː tɪŋ] n. 处理 动词treat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524 tremendous 1 adj.极大的，巨大的；惊人的；极好的

525 trick 1 [trik] n.诡计；恶作剧；窍门；花招；骗局；欺诈 vt.欺骗；哄骗；装饰；打扮 vi.哄骗；戏弄 adj.特技的；欺诈的；有决
窍的 n.(Trick)人名；(英)特里克

526 tried 1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
527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28 tub 1 [tʌb] n.浴盆；桶 vt.把…装入桶；为…洗盆浴 vi.洗盆浴；（衣服等）被放在桶里洗

529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30 understanding 1 [,ʌndə'stændiŋ] n.谅解，理解；理解力；协议 adj.了解的；聪明的；有理解力的 v.理解；明白（understand的ing
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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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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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university 7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534 until 2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535 up 4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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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7 us 3 pron.我们

538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539 variant 1 ['vεəriənt] adj.不同的；多样的 n.变体；转化

540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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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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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Waleska 1 瓦莱斯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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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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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6 was 10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47 water 1 n.水；海水；雨水；海域，大片的水 vt.使湿；供以水；给…浇水 vi.加水；流泪；流口水 n.(Water)人名；(英)沃特

548 wave 1 [weiv] vi.波动；起伏；挥手示意；摇动；呈波形 vt.卷（烫）发；向…挥手示意；使成波浪形 n.波动；波浪；高潮；挥手
示意；卷曲

5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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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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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1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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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2 Webb 1 [web] n.韦勃（人名）；威布市（美国密苏里州的城市名）

5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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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4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5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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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6 we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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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7 welte 4 n. 韦尔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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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58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559 wha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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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0 whe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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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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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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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3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564 why 3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565 wife 1 [waif] n.妻子，已婚妇女；夫人

566 wildly 1 ['waildli] adv.野生地；野蛮地；狂暴地；鲁莽地

567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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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8 winning 1 ['winiŋ] adj.胜利的；获胜的 n.胜利；获得；成功 v.获胜（win的ing形式） n.(Winn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法)温宁

569 winter 1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
温特

570 wisdom 1 ['wizdəm] n.智慧，才智；明智；学识；至理名言 n.(Wisdom)人名；(英)威兹德姆

571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572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573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574 wonder 1 [ˈwʌndə(r)] n.惊奇；奇迹；惊愕 vi.怀疑；想知道；惊讶 vt.怀疑；惊奇；对…感到惊讶 adj.奇妙的；非凡的 n.Wonder，
旺德（人名）

575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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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7 worthy 2 ['wə:ði] adj.值得的；有价值的；配得上的，相称的；可尊敬的；应…的 n.杰出人物；知名人士 n.(Worthy)人名；(英)沃
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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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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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0 year 1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581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582 yes 2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583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584 you 15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585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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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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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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