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11-02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6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and 5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 of 53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to 4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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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in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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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or 2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7 cnn 17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8 you 17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9 is 1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 O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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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i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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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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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rom 1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4 year 1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5 ar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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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these 10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17 as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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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bu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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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carbon 9 ['kɑ:bən] n.[化学]碳；碳棒；复写纸 adj.碳的；碳处理的 n.(Carbon)人名；(西)卡尔翁；(法)卡尔邦；(英)卡本

20 that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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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their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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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be 8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3 cop 8 [kɔp] vt.抓住 n.巡警，警官 n.(Cop)人名；(塞、捷)措普；(土)焦普

24 emissions 8 [i'mɪʃn] n. 散发；发行；排放

25 get 8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6 heroes 8 n. 英雄们 名词hero的复数形式.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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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or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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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they 8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0 climate 7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31 clip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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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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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on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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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so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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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video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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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when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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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a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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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oth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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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elections 6 n. 选举，选举制；投票（election的复数形式）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40 its 6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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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president 6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43 tim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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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top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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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two 6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46 w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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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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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a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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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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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ca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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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during 5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52 gubernatorial 5 [,gju:bənə'tɔ:riəl] adj.州长的；统治者的；地方长官的；总督的

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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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may 5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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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nations 5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57 world 5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58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59 Australia 4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60 begin 4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61 bellwether 4 ['bel,weðə] n.前导；领导者；系铃的公羊；群众的首领

62 Carl 4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63 change 4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64 countr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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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en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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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how 4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67 jersey 4 ['dʒə:zi] n.运动衫，毛线衫 n.(Jersey)人名；(英)泽西；(德)耶尔赛

68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69 races 4 abbr.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国内应急通信业务(=Radio Amateur Civil Emergency Service)

70 reduce 4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71 term 4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72 thousands 4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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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Virginia 4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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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77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78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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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around 3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81 Australian 3 [ɔ:'streɪljən] adj.澳大利亚的，澳大利亚人的 n.澳大利亚人

82 down 3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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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election 3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
84 energy 3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85 Glasgow 3 ['glɑ:sgəu] n.格拉斯哥（英国城市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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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held 3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88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89 into 3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
90 jobs 3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91 migh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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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most 3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93 need 3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94 next 3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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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Obama 3 n. 巴拉克- 奥巴马(1961-)；美国第44任总统(2009-)

97 off 3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98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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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put 3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1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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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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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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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05 Scotland 3 ['skɔtlənd] n.苏格兰

106 sta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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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suppor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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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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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them 3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110 Tuesday 3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111 un 3 [ʌn, ən] pron.家伙，东西 n.(Un)人名；(柬)温

112 united 3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113 week 3 [wi:k] n.周，星期

114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1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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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117 action 2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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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agreement 2 [ə'gri:mənt] n.协议；同意，一致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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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anch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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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Anderson 2 ['ændəsn] n.安德森市（美国印第安纳州）；安德森（男子名）

123 announce 2 [ə'nauns] vt.宣布；述说；预示；播报 vi.宣布参加竞选；当播音员

124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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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 attention 2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126 Barack 2 n.贝拉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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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129 bike 2 [baik] n.自行车；脚踏车 vi.骑自行车（或摩托车） n.(Bike)人名；(土、土库、塞)比克

130 brings 2 [brɪŋz] v. 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劝诱（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31 bush 2 [buʃ] n.灌木；矮树丛 vt.以灌木装饰；使…精疲力竭 vi.丛生；浓密地生长 adj.如灌木般长得低矮的；粗野的

132 catoosa 2 [地名] [美国] 卡图萨

133 celebrate 2 vt.庆祝；举行；赞美；祝贺；宣告 vi.庆祝；过节；举行宗教仪式

134 coal 2 [kəul] vi.上煤；加煤 vt.给…加煤；把…烧成炭 n.煤；煤块；木炭

135 commitments 2 [kə'mɪtmənts] n. 约定；承诺 名词commitment的复数形式.

136 cooper 2 ['ku:pə] vi.箍桶；修桶 n.制桶工人；修桶匠 vt.箍桶；制桶 n.(Cooper)人名；(英、西)库珀

137 countries 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38 covid 2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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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141 dioxide 2 [dai'ɔksaid] n.二氧化物

142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43 earth 2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
144 efforts 2 ['efəts] 努力

145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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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extraordinary 2 adj.非凡的；特别的；离奇的；特派的

148 factor 2 ['fæktə] n.因素；要素；[物]因数；代理人 vi.做代理商 vt.把…作为因素计入；代理经营；把…分解成 n.(Factor)人名；
(英)法克特

149 feel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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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flock 2 [flɔk] n.群；棉束（等于floc） vt.用棉束填满 vi.聚集；成群而行 n.(Flock)人名；(德、瑞典)弗洛克

151 forward 2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
152 gas 2 [gæs] n.气体；[矿业]瓦斯；汽油；毒气 vt.加油；毒（死） vi.加油；放出气体；空谈 n.(Ga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加斯

153 g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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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4 governor 2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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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greenhouse 2 ['gri:nhaus] n.温室 造成温室效应的

157 happens 2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158 ha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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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hel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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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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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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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hero 2 ['hiərəu] n.英雄；男主角，男主人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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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165 host 2 [həust] n.[计]主机；主人；主持人；许多 vt.主持；当主人招待 vi.群集；做主人

166 hover 2 ['hɔvə, 'hʌ-] vi.盘旋，翱翔；徘徊 n.徘徊；盘旋；犹豫 vt.孵；徘徊在…近旁 n.(Hover)人名；(英、德)霍弗

167 issue 2 ['iʃju:, 'isju:] n.问题；流出；期号；发行物 vt.发行，发布；发给；放出，排出 vi.发行；流出；造成…结果；传下

168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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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Latin 2 ['lætin] adj.拉丁语的；拉丁人的 n.拉丁语；拉丁人

170 levels 2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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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loo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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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meaning 2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
174 Miles 2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175 minister 2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176 minutes 2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
177 Morrison 2 ['mɔrisn] n.莫里森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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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November 2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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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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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Paris 2 ['pæris] n.巴黎（法国首都）；帕里斯（特洛伊王子）

183 parties 2 英 ['pɑ tːi] 美 ['pɑ rːti] n. 聚会；宴会；政党；一伙人；[律]当事人 vi. 开派对

184 plastic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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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political 2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186 presidential 2 [,prezi'denʃəl] adj.总统的；首长的；统辖的

187 prime 2 [praim] adj.主要的；最好的；基本的 adv.极好地 n.初期；青年；精华；全盛时期 vt.使准备好；填装 vi.作准备 n.(Prime)
人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
188 protect 2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189 providing 2 [prəu'vaidiŋ] conj.假如，以…为条件 v.供给（provide的ing形式）；预备

190 rachel 2 ['reitʃəl] n.雷切尔（女子名）

191 republicans 2 n.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.

192 save 2 vt.节省；保存；储蓄；解救 vi.节省；挽救 prep.除...之外 n.救援 n.(Save)人名；(法)萨夫；(意、保、西、罗、塞、瑞典)
萨薇(女名)，萨韦

193 scientists 2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194 Scott 2 [skɔt] n.斯科特（男子名）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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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96 sh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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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Stat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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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steersman 2 ['stiəzmən] n.舵手；操舵员

199 summit 2 ['sʌmit] n.顶点；最高级会议；最高阶层 adj.最高级的；政府首脑的

200 summits 2 n.（山等的）最高点，峰顶( summit的名词复数 ); 高层会议

201 sustaining 2 [sə'steiniŋ] adj.持续的；支持的 v.维持（sustain的现在分词）；支持；承受

202 targets 2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 rː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
203 technologies 2 英 [tek'nɒlədʒi] 美 [tek'nɑ lːədʒi] n. 技术；工艺；工艺学

204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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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took 2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207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208 watching 2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209 while 2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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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women 2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212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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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214 abound 1 [ə'baund] vi.富于；充满

215 absorb 1 [əb'sɔ:b, -'zɔ:b] vt.吸收；吸引；承受；理解；使…全神贯注

216 achieving 1 [ə'tʃiː v] v. 完成；达到；实现

217 act 1 n.行为，行动；法案，法令；假装；（戏剧，歌剧等）一幕 v.做事，行动；假装；扮演（戏剧，电影中的角色）；充当，
起作用；对…有影响 n.(ACT)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，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

218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219 adhd 1 [ˌeɪdiː eɪtʃ'diː ] abbr. [医]注意力不足过动症；多动症(=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)

220 adjectives 1 ['ædʒɪktɪvz] 形容词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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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ala 1 ['eilə] n.翼，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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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ambitious 1 [æm'biʃəs] adj.野心勃勃的；有雄心的；热望的；炫耀的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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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amounts 1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
227 an 1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28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229 anniversary 1 [,æni'və:səri] n.周年纪念日

230 announcing 1 [ə'naʊnsɪŋ] n. 宣布 动词announ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31 annual 1 ['ænjuəl] adj.年度的；每年的 n.年刊，年鉴；一年生植物

232 any 1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233 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
234 australians 1 英[ɒˈstreɪlɪənz] 美[ɔ̍ streɪljənz] n.澳大利亚人（ Australian的名词复数 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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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avuncular 1 [ə'vʌŋkjulə] adj.伯父的；叔伯的；慈祥的

237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38 Bali 1 ['bɑ:li] n.（印度尼西亚）巴厘岛

239 battery 1 n.[电]电池，蓄电池 n.[法]殴打 n.[军]炮台，炮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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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42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243 bell 1 [bel] n.铃，钟；钟声，铃声；钟状物 vt.装钟于，系铃于 vi.鸣钟；成钟状鼓起

244 be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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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Beverly 1 ['bevəli] n.贝弗莉（女子名）

246 binding 1 ['baindiŋ] n.装订；捆绑；粘合物 adj.有约束力的；捆绑的 v.捆绑（bind的ing形式） n.(Binding)人名；(德)宾丁

247 birds 1 ['bɜːdz] n. 鸟，鸟类；禽（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）

248 bound 1 adj.有义务的；必定的；受约束的；装有封面的 vt.束缚（bind的过去式，过去分词）；使跳跃 n.范围；跳跃 vi.限制；
弹起

249 boys 1 n.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.

250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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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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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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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calendar 1 ['kælində] n.日历；[天]历法；日程表 vt.将…列入表中；将…排入日程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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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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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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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cancer 1 ['kænsə] n.癌症；恶性肿瘤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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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cardinia 1 n. 铰蛤 (帘蛤目；铰蛤科)

261 careers 1 英 [kə'rɪə(r)] 美 [kə'rɪr] n. 生涯；职业；事业 vi. 猛冲；飞跑

262 cares 1 n. 关心 名词car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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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center 1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265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266 cervical 1 ['sə:vikəl, sə:'vai-] adj.颈的；子宫颈的

267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268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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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choose 1 [tʃu:z] vt.选择，决定 vi.选择，挑选

271 chooses 1 [tʃuːz] v. 选择；决定

272 chosen 1 ['tʃəuzən] vt.选择（choos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挑选出来的，精选的

273 Christmas 1 n.圣诞节；圣诞节期间

274 citizens 1 ['sɪtɪzənz] 公民

275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276 clinched 1 [klintʃ] v.扭住；敲弯 n.拥吻；钉牢 n.(Clinch)人名；(英)克林奇

277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278 closely 1 ['kləusli] adv.紧密地；接近地；严密地；亲近地

279 coastline 1 ['kəustlain] n.海岸线

280 colleges 1 ['kɒlɪdʒɪz] 高校

281 color 1 ['kʌlə] n.颜色；肤色；颜料；脸色 vt.粉饰；给...涂颜色；歪曲 vi.变色；获得颜色

282 Colp 1 ['kɒlp] 阴道

283 Columbia 1 [kə'lʌmbiə] n.哥伦比亚

284 Columbian 1 [kə'lʌmbiən] adj.美国的；哥伦布的；哥伦比亚的；美洲的 n.一种活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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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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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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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comforts 1 英 ['kʌmfət] 美 ['kʌmfərt] n. 舒适；安逸；安慰；慰藉 vt. 安慰；使舒适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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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0 commitment 1 [kə'mitmənt] n.承诺，保证；委托；承担义务；献身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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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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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completing 1 [kəm'pliː t] adj. 完整的；完成的；彻底的 vt. 完成；使完美；使圆满；填（表格等）

294 compromise 1 ['kɔmprəmaiz] vt.妥协；危害 vi.妥协；让步 n.妥协，和解；折衷

295 conferences 1 ['kanfərəns] n. 会议；研讨会；商讨会 名词conference的复数形式.

296 confidence 1 ['kɔnfidəns] n.信心；信任；秘密 adj.（美）诈骗的；骗得信任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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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congratulations 1 英 [kənˌgrætjʊ'leɪʃənz] 美 [kənˌgrætʃə'leɪʃənz] n. 祝贺；贺词

299 context 1 ['kɔntekst] n.环境；上下文；来龙去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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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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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copy 1 ['kɔpi] vi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vt.复制；复印；抄袭 n.副本；一册；摹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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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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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306 courage 1 ['kʌridʒ] n.勇气；胆量 n.(Courage)人名；(英)卡里奇；(法)库拉热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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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creed 1 [kri:d] n.信条，教义 n.(Creed)人名；(英)克里德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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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311 decade 1 ['dekeid] n.十年，十年期；十

312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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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democrats 1 ['deməkræts] n.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.

315 derived 1 [dɪ'raɪvd] adj. 衍生的 动词de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16 differences 1 ['dɪfərəns] n.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.

317 dignity 1 ['dignəti] n.尊严；高贵

318 direct 1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关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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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divisions 1 [dɪ'vɪʒnz] 分区

321 do 1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（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）；（代替动词）；（用于加强语气） vi.行，足够；生长 n.（英）多（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
称） n.（口语）事件；（主英国口语）诈骗；（主英国、新西兰口语）宴会；（口语）必须做到的事情

322 dominion 1 [də'minjən] n.主权，统治权；支配；领土

323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324 doughty 1 adj.勇敢强悍的；坚强的；勇猛的 n.(Doughty)人名；(英)道蒂

325 dying 1 ['daiiŋ] adj.临终的，垂死的 n.死，死亡 v.死，死亡；枯萎；失去活力（die的ing形式）

326 dyslexia 1 [dis'leksiə] n.难语症；[医]诵读困难；阅读障碍

327 eastern 1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328 eco 1 ['i:kəu; 'ekəu] abbr.电子耦合振荡器（Electron-CoupledOscillator）；环境控制组织（EnvironmentalControlOrganization）；经济合
作组织（EconomicCooperationOrganization） n.(Eco)人名；(意)埃科

329 educates 1 ['edʒukeɪt] v. 教育；培养；训练

330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331 engine 1 ['endʒin] n.引擎，发动机；机车，火车头；工具

332 English 1 ['iŋgliʃ] adj.英国人的；英国的；英文的 n.英语；英国人；英文；英格兰人 vt.把…译成英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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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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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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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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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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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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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everyday 1 ['evridei] adj.每天的，日常的 n.平时；寻常日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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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exchanging 1 [eks'tʃeɪndʒɪŋ] n. 交换 动词exchang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43 exporters 1 [ɪks'pɔː təz] 出口企业

344 extremist 1 [ik'stri:mist] n.极端主义者，过激分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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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failed 1 [feild] adj.已失败的，不成功的 v.失败，不成功（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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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 families 1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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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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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fa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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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faring 1 英 [feə(r)] 美 [fer] n. 车费；路费；乘客；食物 vi. 过活；进展；进食；旅行；行走

352 favor 1 vt.较喜欢；像；优惠，偏袒；有利于；赐予；证实 n.帮助；赞同；偏爱，喜爱
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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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fitness 1 ['fitnis] n.健康；适当；适合性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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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flink 1 n. 弗林克

357 fluttering 1 英 ['flʌtə(r)] 美 ['flʌtər] n. 摆动；振翼；烦扰 vi. 摆动；振翼；烦扰 vt. 使心烦；使焦虑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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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focused 1 英 ['fəʊkəst] 美 ['foʊkəst] adj. 聚焦的；集中的 动词focu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60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361 forecasts 1 英 ['fɔː kɑːst] 美 ['fɔː rkæst] n. 预测；预报 v. 预测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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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formally 1 ['fɔ:məli] adv.正式地；形式上

364 former 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365 forms 1 ['fɔː 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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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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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Francisco 1 [fræn'siskəu] n.弗朗西斯科（男子名，等于Francis）

369 French 1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
370 friendly 1 ['frendli] adj.友好的；亲切的；支持的；融洽的，和睦的 adv.友善地；温和地 n.(Friendly)人名；(英)弗兰德利

371 fringe 1 [frindʒ] n.边缘；穗；刘海 adj.边缘的；附加的 vt.加穗于

372 front 1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
373 fu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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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garage 1 n.车库；汽车修理厂；飞机库 vt.把……送入车库；把（汽车）开进车库 n.（阿拉伯）贾拉杰（人名）

375 garde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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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garner 1 ['gɑ:nə] vt.获得；储存；把…储入谷仓 n.谷仓

377 gases 1 ['ɡæsɪz] n. 气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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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general 1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380 George 1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381 girls 1 ['ɡɜ lː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
382 g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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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glimpse 1 [glimps] n.一瞥，一看 vi.瞥见 vt.瞥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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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goals 1 ['ɡəʊlz] n.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.

386 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
387 Gordon 1 ['gɔ:dn] n.戈登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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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Greater 1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
390 green 1 [gri:n] adj.绿色的；青春的 n.绿色；青春 vt.使…变绿色 vi.变绿色 n.(Green)人名；(英、意)格林；(瑞典、芬)格伦

391 grief 1 [gri:f] n.悲痛；忧伤；不幸

392 ground 1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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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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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Guadalupe 1 瓜达卢普（山名）

395 gubernator 1 古贝尔纳托

3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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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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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hanger 1 ['hæŋə] n.衣架；挂钩；绞刑执行者 n.(Hanger)人名；(英)汉格

399 Hanukkah 1 ['hɑ:nukɑ:] n.光明节（犹太教节日，等于Chanukah）

400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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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2 harming 1 英 [hɑːm] 美 [hɑ rːm] n. 危害；伤害；损害 vt. 伤害；损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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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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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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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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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heat 1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
408 hector 1 ['hektə] vi.威吓；愚弄 n.虚张声势的人；威吓者；恃强凌弱的人 vt.威吓；欺凌

409 hernandez 1 n.赫尔南德斯（墨西哥足球运动员）

410 Hills 1 n.希尔思（猫粮品牌）

411 himself 1 [him'self] pron.他自己；他亲自，他本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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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homeless 1 ['həumlis] adj.无家可归的 无家可归的人 无家可归

414 honor 1 ['ɔnə] n.荣誉；信用；头衔 vt.尊敬（等于honour）；给…以荣誉

415 honoree 1 [,ɔnə'ri:] n.主宾；领奖人

416 hosts 1 英 [həʊst] 美 [hoʊst] n. 主人；主持人；主办方；大量；寄主；主机 v. 主办；主持；做东

417 hound 1 [haund] vt.追猎；烦扰；激励 n.猎犬；卑劣的人

418 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
419 ho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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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human 1 ['hju:mən] adj.人的；人类的 n.人；人类 n.(Human)人名；(英)休曼

421 hybrid 1 ['haibrid] n.杂种，混血儿；混合物 adj.混合的；杂种的

422 improve 1 [im'pru:v] vt.改善，增进；提高…的价值 vi.增加；变得更好

423 improving 1 [ɪm'pruːvɪŋ] n. 改良；改进 动词impr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24 incarcerated 1 [ɪn'kaː səreɪtɪd] adj. 钳闭的；被禁闭的 动词incarc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25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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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7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428 influencer 1 ['ɪnfluəns] v. 影响；感染；<美俚>在(饮料)中加烈酒 n. 影响力；影响；权势；势力；有影响的人(或事物)

429 inspires 1 英 [ɪn'spaɪə(r)] 美 [ɪn'spaɪər] vt. 鼓舞；激发；产生；赋予...灵感 vi. 吸入

430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431 interest 1 ['intrist, 'intər-] n.兴趣，爱好；利息；趣味；同行 vt.使……感兴趣；引起……的关心；使……参与

432 introducing 1 [ɪntrəd'juːsɪŋ] n. 引进 动词int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33 introduction 1 [,intrə'dʌkʃən] n.介绍；引进；采用；入门；传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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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5 Japanese 1 [,dʒæpə'ni:z] adj.日本（人）的；日语的 n.日本人；日语

436 jenifer 1 n. 珍妮弗

437 journey 1 ['dʒə:ni] n.旅行；行程 vi.旅行 n.(Journey)人名；(英)朱尼，朱妮(女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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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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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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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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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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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kindness 1 ['kaindnis] n.仁慈；好意；友好的行为 n.(Kindness)人名；(英)坎德尼斯

443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444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4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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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6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447 leader 1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4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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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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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0 legally 1 ['li:gəli] adv.合法地；法律上

451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4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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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3 license 1 ['laisəns] n.执照，许可证；特许 vt.许可；特许；发许可证给

454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455 lifesaving 1 ['laif,seiviŋ] adj.救命的；救生用的 n.救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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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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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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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9 livelihoods 1 ['laɪvlɪhʊdz] 农民生计

4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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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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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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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lynda 1 琳达（女子名）

4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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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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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6 Maine 1 [mein] n.缅因州（美国州名）

467 mal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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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8 marine 1 [mə'ri:n] adj.船舶的；海生的；海产的；航海的，海运的 n.海运业；舰队；水兵；（海军）士兵或军官 n.(Marine)人
名；(西)马里内；(英)马林

4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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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0 medical 1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471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472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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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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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5 Michel 1 ['mai:kəl] n.米歇尔（男子名）

476 mid 1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
477 middle 1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478 milestone 1 ['mailstəun] n.里程碑，划时代的事件 n.(Milestone)人名；(英)迈尔斯通

479 mining 1 ['mainiŋ] n.矿业；采矿

480 Moi 1 ['məui] n.摩伊人（越南埃地人、日来人、扎雷人等民族的通称）；摩伊语 adj.摩伊人的；摩伊语的

481 monitors 1 英 ['mɒnɪtə(r)] 美 ['mɑːnɪtər] v. 监视；监督；监听 n. 班长；监视器；监听员；[计算机]显示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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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2 monogatari 1 物语

483 motors 1 [mɒtərs] n. 马达；电动机；汽车公司证券 名词motor的复数形式.

484 mustapha 1 穆斯塔法

485 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
486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487 nationwide 1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
488 naturally 1 ['nætʃərəli] adv.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

489 naval 1 ['neivəl] adj.海军的；军舰的 n.(Naval)人名；(西、德、印)纳瓦尔

490 nd 1 abbr.国债（NationalDebt）；国防（NationalDefence）；核装置（NuclearDevice）

491 neck 1 [nek] n.脖子；衣领；海峡 vi.搂著脖子亲吻；变狭窄 vt.使变细；与…搂著脖子亲吻 n.(Neck)人名；(德、意、英)内克

492 neff 1 n. 内夫

493 negotiators 1 n.磋商者（negotiator的复数形式）

494 net 1 [net] n.网；网络；净利；实价 vi.编网 vt.得到；净赚；用网捕 adj.纯粹的；净余的 n.(Net)人名；(法)内

495 Nigeria 1 [nai'dʒiəriə] n.尼日利亚（位于非洲）

4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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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7 officer 1 ['ɔfisə, 'ɔ:-] n.军官，警官；公务员，政府官员；船长 vt.指挥 n.(Officer)人名；(英)奥菲瑟

498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499 Oklahoma 1 [,əuklə'həumə] n.美国俄克拉荷马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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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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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2 orphaned 1 英 ['ɔː fn] 美 ['ɔː rfn] n. 孤儿 adj. 孤儿的 vt. 成孤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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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4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505 overall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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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6 owner 1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507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508 particularly 1 [pə'tikjuləli] adv.特别地，独特地；详细地，具体地；明确地，细致地

509 party 1 n.政党，党派；聚会，派对；当事人[复数parties] vi.参加社交聚会[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]

510 patricia 1 [pə'triʃə] n.帕特丽夏（女子名）

511 pediatric 1 [,pi:di'ætrik] adj.小儿科的

512 penalty 1 ['penəlti] n.罚款，罚金；处罚

513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514 perce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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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5 phenomenon 1 [fi'nɔminən, fə-] n.现象；奇迹；杰出的人才

516 Philadelphia 1 [,filə'delfjə; -fiə] n.费城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港市）

5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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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8 Pittsburgh 1 ['pitsbə:g] n.匹兹堡（美国一座城市）

5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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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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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1 planning 1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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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3 pledge 1 [pledʒ] n.保证，誓言；抵押；抵押品，典当物 vt.保证，许诺；用……抵押；举杯祝……健康 n.(Pledge)人名；(英)普莱
奇

524 pledged 1 [pledʒ] vt. 发誓；保证；以 ... 抵押；向 ... 祝酒 n. 保证；抵押；誓言；抵押品

525 police 1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
526 politics 1 ['pɔlitiks] n.政治，政治学；政治活动；政纲

527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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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528 powered 1 ['pauəd] adj.有动力装置的；以…为动力的 n.促进（power的过去分词）；给…提供动力

529 practice 1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530 predict 1 [pri'dikt] vt.预报，预言；预知 vi.作出预言；作预料，作预报

531 predictor 1 [pri'diktə] n.[气象]预报器；预言者

532 preventable 1 [pri'ventəbl, pri:-] adj.可预防的；可阻止的；可防止的

533 priority 1 [prai'ɔrəti] n.优先；优先权；[数]优先次序；优先考虑的事

5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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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5 production 1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536 profound 1 [prə̍ faʊnd] adj.深厚的；意义深远的；渊博的

537 props 1 [prɔps] n.[矿业]支柱；小道具；后盾（prop的复数） v.支撑；维持（prop的三单形式）

538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539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540 pundits 1 n.某一学科的权威，专家( pundit的名词复数 )

541 pushing 1 ['puʃiŋ] adj.奋斗的；莽撞的；有精力的；富有进取心的 n.推挤；推人犯规（篮球术语） v.推；促进；逼迫（push的ing
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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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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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4 raines 1 n. 雷恩斯

545 ram 1 [ræm] abbr.随机存取存储器（randomaccessmemory的缩写）；随机访问内存（random-accessmemory的缩写） n.公羊；撞
锤；撞击装置；有撞角的军舰；（水压机的）[机]活塞 v.撞击；填塞；强迫通过或接受 n.(Ram)人名；(英、印、尼、不丹、
瑞典)拉姆

546 range 1 n.范围；幅度；排；山脉 vi.（在...内）变动；平行，列为一行；延伸；漫游；射程达到 vt.漫游；放牧；使并列；归类
于；来回走动

547 rap 1 [ræp] vt.抢走；轻敲；敲击致使；使着迷 vi.敲击；交谈 n.轻敲

548 raving 1 ['reiviŋ] adj.胡说的；疯狂的；非常漂亮的 n.胡说；怒吼 adv.胡言乱语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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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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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1 recognized 1 ['rekəɡnaɪzd] adj. 公认的；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52 recycling 1 [ˌriː 'saɪklɪŋ] n. 回收利用 动词recycle的现在分词.

553 reductions 1 n.减少( reduction的名词复数 ); 降低; [数学]约简; [摄影术]减薄

554 referred 1 [rɪ'fɜ rːɪd] v. 归类(谈及；送交；参考；指点；折合) 动词re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55 refers 1 英 [rɪ'fɜ (ːr)] 美 [rɪ'fɜ rː] vt. 把 ... 提交；把 ... 归因；归类 vi. 参考；谈及；咨询

556 regional 1 ['ri:dʒənəl] adj.地区的；局部的；整个地区的

557 rely 1 [ri'lai] vi.依靠；信赖

558 relying 1 [rɪ'laɪ] vi. 依靠；信任

559 remaining 1 [rɪ'meɪnɪŋ] adj. 剩余的

560 remember 1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
561 remote 1 [ri'məut] adj.遥远的；偏僻的；疏远的 n.远程

562 removed 1 [ri'mu:vd] adj.远离的；隔了...代的 v.remove的变形

563 renewable 1 [ri'nju:əbl] adj.可再生的；可更新的；可继续的 n.再生性能源

5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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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5 representatives 1 [reprɪ'zentətɪvz] n. 众议院议员；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.

566 resembles 1 [rɪ'zembl] v. 与…相似；像

567 respect 1 [ri'spekt] n.尊敬，尊重；方面；敬意 vt.尊敬，尊重；遵守

568 restaurant 1 ['restərɔŋ, -rɔnt, -rənt] n.餐馆；[经]饭店

569 ric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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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0 ride 1 vi.骑马；乘车；依靠；漂浮 vt.骑；乘；控制；（骑马、自行车等）穿越；搭乘；飘浮 n.骑；乘坐；交通工具；可供骑行
的路；（乘坐汽车等的）旅行；乘骑；（乘车或骑车的）短途旅程；供乘骑的游乐设施 n.（英）赖德（人名）；（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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葡）里德（人名）

5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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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2 rolling 1 ['rəuliŋ] n.旋转；动摇；轰响 adj.旋转的；起伏的；波动的

573 row 1 [rəu] n.行，排；划船；街道；吵闹 vt.划船；使……成排 vi.划船；争吵 n.(Row)人名；(英)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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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5 rural 1 ['ruərəl] adj.农村的，乡下的；田园的，有乡村风味的

5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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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7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578 San 1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
579 sanitation 1 [,sæni'teiʃən] n.[医]环境卫生；卫生设备；下水道设施

580 sartorial 1 [sɑ:'tɔ:riəl, sə-] adj.裁缝的；缝纫的；裁缝匠的

5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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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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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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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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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5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586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
587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588 sequestration 1 n.隔离；扣押；退隐

589 served 1 英 [sɜːv] 美 [sɜ rːv] v. 服务；侍候；担任；可作 ... 用；度过；对待 n. 发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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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1 sheep 1 [ʃiː p] n.羊，绵羊；胆小鬼

592 shine 1 vi.发出光；反射光，闪耀；出类拔萃，表现突出；露出；照耀；显露；出众 vt.照射，擦亮；把…的光投向；（口）通
过擦拭使…变得有光泽或光 n.光亮，光泽；好天气；擦亮；晴天；擦皮鞋；鬼把戏或诡计 n.（英）夏因（人名）；（日）
新荣（人名）

593 Shirley 1 ['ʃə:li] n.雪莉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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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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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6 sides 1 [saɪdz] n.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.

597 sign 1 n.迹象；符号；记号；手势；指示牌 vi.签署；签名 vt.签署；示意

598 significant 1 [sig'nifikənt] adj.重大的；有效的；有意义的；值得注意的；意味深长的 n.象征；有意义的事物

599 Simi 1 n.思米（人名）

600 six 1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601 skid 1 [skid] n.打滑；[车辆]刹车；滑轨，滑动垫木 vt.刹住，使减速；滚滑 vi.打滑

602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603 soil 1 [sɔil] n.土地；土壤；国家；粪便；务农；温床 vt.弄脏；污辱 vi.变脏

604 solar 1 ['səulə] adj.太阳的；日光的；利用太阳光的；与太阳相关的 n.日光浴室 n.(Solar)人名；(法、英、意、西、塞、捷)索拉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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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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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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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8 sounds 1 ['saʊndz] n. 声音，响声（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） v. 听起来；感觉起来；发出声音；发音（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
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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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0 speed 1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
繁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611 stands 1 [stænd] v. 站立；忍受；位于；停滞 n. 站立；货摊；停顿；看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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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2 stanford 1 ['stænfəd] n.斯坦福（姓氏，男子名）；斯坦福大学（美国一所大学）

613 sta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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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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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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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16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617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618 supporters 1 [sə'pɔː təz] n. 支持者；载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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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0 surgeon 1 ['sə:dʒən] n.外科医生 n.(Surgeon)人名；(法)叙尔容

621 tak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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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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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23 talks 1 ['tɔː ks] 会谈

624 temperatures 1 ['temprətʃəz] 温度

625 TENS 1 十位

6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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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27 testing 1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
628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629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6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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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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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2 thrilled 1 [θrild] adj.非常兴奋的；极为激动的 v.激动（thrill的过去式）；[医]震颤

633 thrive 1 [θraiv] vi.繁荣，兴旺；茁壮成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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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5 tons 1 [tʌnz] ad. [口]极其；非常

6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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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7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638 track 1 [træk] n.轨道；足迹，踪迹；小道 vt.追踪；通过；循路而行；用纤拉 vi.追踪；走；留下足迹

639 training 1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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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1 treatable 1 ['tri:təbl] adj.能治疗的；好对付的；能处理的

642 trends 1 [trendz] n. 趋势；动态 名词tren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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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4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645 trust 1 ['trʌst] n.信任，信赖；责任；托拉斯 vt.信任，信赖；盼望；赊卖给 vi.信任，信赖；依靠 n.(Trust)人名；(英)特拉斯特

6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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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7 tube 1 [tju:b, tu:b] n.管；电子管；隧道；电视机 vt.使成管状；把…装管；用管输送 vi.乘地铁；不及格

648 turned 1 adj.被转动的；变质的；车削的 v.使变成（turn的过去式）；转动

649 twenty 1 ['twenti] n.二十；二十年代 num.二十 adj.二十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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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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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52 unidentified 1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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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4 uses 1 abbr. 美国就业局(=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)

655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656 vaccinations 1 接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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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57 valley 1 ['væli] n.山谷；流域；溪谷 n.(Valley)人名；(英)瓦利；(法)瓦莱

658 violent 1 ['vaiələnt] adj.暴力的；猛烈的

659 vote 1 [vəut] n.投票，选举；选票；得票数 vt.提议，使投票；投票决定；公认 vi.选举，投票 n.(Vote)人名；(英、法)沃特

660 walked 1 [wɔː k] v. 步行；陪...走；散步；偷走；走过 n. 步行；散步；人行道

661 warning 1 ['wɔ:niŋ] n.警告；预兆；预告 adj.警告的；引以为戒的 v.警告（warn的ing形式） n.(Warning)人名；(德)瓦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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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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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4 watch 1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
665 watched 1 英 [wɒtʃ] 美 [wɑ tːʃ] v. 注视；看守；观看 n. 手表；监视；看守；值班

6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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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7 way 1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
668 weather 1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6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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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0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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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2 whereby 1 conj.凭借；通过…；借以；与…一致 adv.凭此；借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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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4 widowed 1 adj. 寡居的；鳏居的 动词wid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75 win 1 vt.赢得；在…中获胜 vi.赢；获胜；成功 n.赢；胜利 n.(Win)人名；(德、荷、缅)温；(英)温(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)

676 wind 1 [[wɪnd] n.风；呼吸；气味；卷绕 vt.缠绕；上发条；使弯曲；吹号角；绕住或缠住某人 vi.缠绕；上发条；吹响号角 n.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677 winner 1 ['winə] n.胜利者 n.(Winn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纳

678 wish 1 [wiʃ] n.希望；祝福；心愿 vt.祝愿；渴望；向…致问候语 vi.愿望；需要 n.(Wish)人名；(英)威什

679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80 wondering 1 ['wʌndəriŋ] adj.疑惑的；觉得奇怪的 v.想知道（wonder的ing形式）；惊奇

681 word 1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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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3 wound 1 [waund] n.创伤，伤口 vt.使受伤 vi.受伤，伤害

684 yasa 1 n. 亚萨(在刚果民主共和国；东经 21º25' 南纬 3º50')

685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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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