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11-10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8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60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(普
通话·威妥玛)

3 of 5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and 4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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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in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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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7 are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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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they 20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9 is 1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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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have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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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Belarus 15 n.白罗斯（白罗斯共和国，欧洲国家）

13 cullen 15 n.卡伦（姓氏）

14 we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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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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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forest 14 ['fɔrist] vt.植树于，使成为森林 n.森林 n.(Forest)人名；(法)福雷；(英、西)福雷斯特

17 people 1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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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you 1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0 be 1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1 from 9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2 at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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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 border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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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Poland 8 ['pəulənd] n.波兰（欧洲国家）

25 all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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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s 7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
27 Belarussian 7 n.白俄罗斯语；白俄罗斯人 adj.白俄罗斯的

28 but 7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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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female 7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31 migrants 7 ['maɪɡrənts] 移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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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say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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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trying 7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35 unidentified 7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36 back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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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European 6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38 going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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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his 6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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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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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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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O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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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re 6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44 used 6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45 authorities 5 [ɔː 'θɒrɪtɪs] n. 当局；官方 名词authority的复数形式.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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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orridors 5 ['kɒrɪdɔː z] 走廊

48 eu 5 abbr.欧盟（EuropeanUnion）；能量单位（EnergyUnit）；熵的单位（EntropyUnit）；等效单位（EquivalentUnit） n.(Eu)人
名；(中)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尤

49 forests 5 英 ['fɒrɪst] 美 ['fɔː rɪst] n. 森林；林火 vt. (用树林)覆盖；置于(树林中)

50 fragments 5 ['fræɡmənt] n. 碎片；片段 v. 使破碎；分裂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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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percen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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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really 5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54 saying 5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55 s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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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som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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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species 5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58 them 5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59 union 5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60 w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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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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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across 4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63 between 4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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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countries 4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66 cros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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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get 4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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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mak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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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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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most 4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72 now 4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73 polish 4 n.磨光，擦亮；擦亮剂；优雅，精良 vi.擦亮，变光滑 vt.磨光，使发亮；使完美;改进 v.磨光；修改；润色 adj.波兰的

74 p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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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tak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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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6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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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there 4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78 thousands 4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79 today 4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80 very 4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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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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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accused 3 [ə'kju:zd] n.被告 adj.被控告的 v.指责；控告（accus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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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already 3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85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86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87 Atlantic 3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
88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89 blames 3 [bleɪm] vt. 责备；把 ... 归咎于 n. 责备；过失

90 Borders 3 n.鲍德斯（公司名，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）

91 bot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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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Brazil 3 [brə'zil] n.巴西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93 c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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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95 castle 3 ['kɑ:sl, 'kæ-] n.城堡；象棋中的车 vt.置…于城堡中；筑城堡防御 n.(Castle)人名；(英)卡斯尔

96 com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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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7 cover 3 vt.包括；采访，报导；涉及；行走（一段路程）；掩护；翻唱 n.封面，封皮；盖子；掩蔽物;幌子，借口 vi.覆盖；代
替；敷衍；给…投保； n.(Cover)人名；(英)科弗；(意)科韦尔

98 deforestation 3 [di:,fɔri'steiʃən] n.采伐森林；森林开伐

99 earth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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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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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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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illegally 3 [i'li:gəli] adv.非法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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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laury 3 n. 劳里

105 local 3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106 lo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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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middle 3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108 one 3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
109 onl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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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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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par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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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restoration 3 [,restə'reiʃən] n.恢复；复位；王政复辟；归还

113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14 se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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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tak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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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team 3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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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119 ve 3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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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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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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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your 3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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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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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again 2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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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Alexander 2 [,ælig'za:ndə] n.亚历山大（男子名）

128 allow 2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
129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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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believe 2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132 borrow 2 ['bɔrəu] vi.借；借用；从其他语言中引入 vt.借；借用 n.(Borrow)人名；(英)博罗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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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canopy 2 ['kænəpi] n.天篷；华盖；遮篷；苍穹 vt.用天蓬遮盖；遮盖

135 clea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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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Connecticut 2 n.美国康涅狄格州（位于美国东北部）

137 conservationist 2 [,kɔnsə'veiʃənist] n.自然资源保护论者

138 deserts 2 [英 [ˈdezəts] 美 [ˈdɛzəts]] n.[地理]沙漠；[农]荒原（desert的复数）；应得到的报应 v.放弃；遗弃（desert的第三人称单
数）

139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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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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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done 2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142 eastern 2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143 efforts 2 ['efəts] 努力

144 endangered 2 [in'deindʒəd] adj.濒临灭绝的；有生命危险的

145 especially 2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46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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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fred 2 [fred] abbr.快速随机询问显示（FastRandomEnquiryDisplay）

149 German 2 ['dʒə:mən] adj.德国的；德语的，德国人的 n.德语；德国人

150 Germany 2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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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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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gree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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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happen 2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155 hear 2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156 hectors 2 英 ['hektə(r)] 美 ['hektər] n. 赫克托(①男子名 ②荷马史诗《伊利亚特》中的一勇士名) hector. v. 威吓；恐吓 n. 恃强凌弱的
人

157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58 Iraq 2 [i'rɑ:k; i'ræk] n.伊拉克（西南亚国家）

159 isolated 2 ['aisəleitid] adj.孤立的；分离的；单独的；[电]绝缘的 v.使孤立；使绝缘；脱离（isolate的过去分词）

160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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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king 2 [英[kɪŋ] 美[kɪŋ]] n.国王；最有势力者；王棋 vi.统治；做国王 vt.立…为王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，最大的 n.(King)人名；
(德、英、葡、捷、西)金；(中)金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京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京

162 la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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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landscape 2 n.风景；风景画；景色；山水画；乡村风景画；地形；（文件的）横向打印格式 vt.对…做景观美化，给…做园林
美化；从事庭园设计 vi.美化（环境等），使景色宜人；从事景观美化工作，做庭园设计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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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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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Lithuania 2 [,liθju:'einiə] n.立陶宛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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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lukashenko 2 n. 卢卡申科

168 map 2 [mæp] vt.映射；计划；绘制地图；确定基因在染色体中的位置 n.地图；示意图；染色体图 vi.基因被安置 n.(Map)人名；
(法)马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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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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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moat 2 [məut] n.护城河；壕沟 vt.将...围以壕沟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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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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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nations 2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175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176 November 2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177 numb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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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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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80 out 2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181 Owensboro 2 ['əuinzbərə] n.欧文斯伯勒（美国一城市）

182 pla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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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pleitgen 2 普莱特根

184 possible 2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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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project 2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187 pus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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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8 reconnect 2 [ˌriː kə'nekt] v. 使再接合；重新连接

189 remains 2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190 r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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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rolex 2 n.劳力士手表（瑞士手表品牌）

192 school 2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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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195 situation 2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196 size 2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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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state 2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199 sure 2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200 term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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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themselves 2 [ðəm'selvz, ðem-] pron.他们自己；他们亲自

202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203 under 2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204 u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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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206 western 2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207 when 2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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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208 wildlife 2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209 ye 2 [ji:, 弱ji] abbr.酵母抽提物（YeastExtracts）；亚萨卡，乒乓底板（YasakaExtra） n.(Ye)人名；(缅)耶

210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11 accepting 1 [ək'septiŋ] adj.承兑的；易接受的；赞同的 v.接受；同意；承担（责任等）（accept的ing形式）

212 accomplishments 1 [ə'kʌmplɪʃmənts] n. 造诣 名词accomplishment的复数形式.

213 accusations 1 n.指责( accusation的名词复数 ); 指控; 控告; （被告发、控告的）罪名

214 accuse 1 [ə'kju:z] vt.控告，指控；谴责；归咎于 vi.指责；控告

215 acre 1 ['eikə] n.土地，地产；英亩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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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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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Afghanistan 1 [æf'gænistæn] n.阿富汗（国家名称，位于亚洲）

219 agents 1 n.媒介；[法][贸易]代理人；药剂（agent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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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agricultural 1 [,ægri'kʌltʃərəl] adj.农业的；农艺的

222 aim 1 vt.目的在于；引导；把…对准 vi.打算；对准目标；瞄准 n.目的；目标；对准

223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224 amazon 1 ['æməzɔn] 亚马逊；古希腊女战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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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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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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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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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apartment 1 [ə'pɑ:tmənt] n.公寓；房间

230 applications 1 [æplɪ'keɪʃəns] n. 申请书；应用程序 名词application的复数形式.

231 approach 1 [ə'prəutʃ] n.方法；途径；接近 vt.接近；着手处理 vi.靠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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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Argentina 1 [,ɑ:dʒən'ti:nə] n.阿根廷（位于拉丁美洲）

234 asylum 1 [ə'sailəm] n.庇护；收容所，救济院

235 attempts 1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
236 awards 1 英 [ə'wɔː d] 美 [ə'wɔː rd] n. 奖品；奖 v. 授予；给予；判给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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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badly 1 ['bædli] adv.非常，很；严重地，厉害地；恶劣地

239 bathrooms 1 n. 浴室；盥洗室（bathroom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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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bedrooms 1 n. 卧室（bedroom的复数）；火车卧铺单间

242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243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244 benefit 1 n.利益，好处；救济金 vt.有益于，对…有益 vi.受益，得益

245 benefits 1 ['benɪfɪt] n. 利益；津贴；义演；保险金；借助 vt. 有益于；得益

246 birthplace 1 ['bə:θpleis] n.出生地 发源地

247 breeding 1 ['bri:diŋ] n.繁殖；饲养；教养；再生 v.生产；培育；使…繁殖（breed的ing形式） n.(Breeding)人名；(英)布里丁

248 bring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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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bringing 1 [briŋ] vt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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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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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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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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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Camelot 1 ['kæmilɔt] n.卡米洛特（英国传说中亚瑟王的宫殿所在之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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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4 camped 1 [kæmp] n. 野营；帐篷；营地 v. 宿营；露营；扎营

255 camping 1 ['kæmpiŋ] n.露营；野营 v.露营；扎营；临时安顿（camp的ing形式）

256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257 cash 1 [kæʃ] n.现款，现金 vt.将…兑现；支付现款 n.(Cash)人名；(英)卡什

258 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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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challenges 1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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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Cities 1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263 claim 1 [kleim] vi.提出要求 vt.要求；声称；需要；认领 n.要求；声称；索赔；断言；值得

264 class 1 n.阶级；班级；种类；班；等级 vt.分类；把…分等级；把…归入某等级，把…看作（或分类、归类）；把…编入某一
班级 adj.极好的；很好的，优秀的，出色的 vi.属于…类（或等级），被列为某类（或某级） n.（英、德）克拉斯（人名）

265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266 colleague 1 ['kɔli:g] n.同事，同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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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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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270 complicated 1 ['kɔmplikeitid] adj.难懂的，复杂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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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connect 1 [kə'nekt] vt.连接；联合；关连 vi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

273 contact 1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274 continent 1 ['kɔntinənt] n.大陆，洲，陆地 adj.自制的，克制的

275 continuous 1 [kən'tinjuəs] adj.连续的，持续的；继续的；连绵不断的

276 coordinator 1 [kəu'ɔ:dineitə] n.协调者；[自]协调器；同等的人或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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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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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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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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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covers 1 英 ['kʌvə(r)] 美 ['kʌvər] n. 封面；盖子；套子；表面 v. 覆盖；涉及；包含；掩护；给…保险

282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283 crier 1 ['kraiə] n.哭泣者；传唤者；叫卖的小贩 n.(Crier)人名；(英)克赖耶

284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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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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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
288 declared 1 [di'klεəd] adj.公然的；公开宣布的

289 dedicated 1 ['dedikeitid] adj.专用的；专注的；献身的 v.以…奉献；把…用于（dedic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90 denied 1 [dɪ'naɪəd] adj. 被否认的；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91 depression 1 n.沮丧；忧愁；抑郁症；洼地；不景气；低气压区

292 destruction 1 [di'strʌkʃən] n.破坏，毁灭；摧毁

293 developers 1 [dɪ'veləpəz] 开发商

294 died 1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295 disperse 1 [dis'pə:s] vt.分散；使散开；传播 vi.分散 adj.分散的

296 diverse 1 [dai'və:s, di-] adj.不同的；多种多样的；变化多的

297 dow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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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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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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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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301 election 1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
302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303 encouraging 1 [in'kʌridʒiŋ] adj.令人鼓舞的；鼓励的，奖励的 v.鼓励，支持（encourage的ing形式）

304 equating 1 [ɪ'kweɪtɪŋ] n. 等同；相等 动词equa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05 estate 1 n.房地产；财产；身份

306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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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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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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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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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1 expand 1 [ik'spænd] vt.扩张；使膨胀；详述 vi.发展；张开，展开

312 express 1 [ik'spres] vt.表达；快递 adj.明确的；迅速的；专门的 n.快车，快递，专使；捷运公司

313 extinction 1 n.灭绝；消失；消灭；废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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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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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Farmers 1 n.[农]农民（farmer的复数）

317 father 1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
318 feet 1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
319 Fields 1 n.域，字段；场设置（field复数形式） v.使上场（field的单三形式） n.(Fields)人名；(德、英、葡)菲尔茨

3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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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fireplaces 1 n.壁炉( fireplace的名词复数 )

322 fit 1 ['fit] vt.安装；使……适应；使……合身；与……相符 vi.符合，配合；适合；合身 adj.健康的；合适的；恰当的；准备好的
n.合身；发作；痉挛 n.(Fit)人名；(捷、罗)菲特

323 fleeing 1 [fliː ] vi. 逃走；消失；逃避；(时间)飞逝 vt. 逃离

324 flushed 1 [flʌʃt] adj.激动的；心情愉快的 v.使激动；排水（fl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脸发红

325 focus 1 ['fəukəs] n.焦点；中心；清晰；焦距 vt.使集中；使聚焦 vi.集中；聚焦；调节焦距 n.(Focus)人名；(瑞典)福库斯

326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327 foremost 1 ['fɔ:məust] adj.最重要的；最先的 adv.首先；居于首位地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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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forth 1 [fɔ:θ] adv.向前，向外；自…以后 n.(Forth)人名；(德)福特；(英)福思

330 fraction 1 ['frækʃən] n.分数；部分；小部分；稍微

331 Frankfort 1 ['fræŋkfət] n.法兰克福（德国城市）

332 freedoms 1 n. 自由；五大航权（freedom的复数）

333 freezing 1 ['fri:ziŋ] adj.冰冻的；严寒的；冷冻用的

3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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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funneling 1 ['fʌnl] n. 漏斗；漏斗状物；烟囱 vt. 使成漏斗状；使经过漏斗 vi. 形成漏斗状；经过漏斗

336 furniture 1 ['fə:nitʃə] n.家具；设备；储藏物

337 futile 1 ['fju:tail] adj.无用的；无效的；没有出息的；琐细的；不重要的

338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3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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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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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342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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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3 grove 1 [grəuv] n.小树林；果园

344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345 habitats 1 ['hæbɪtæts] 生境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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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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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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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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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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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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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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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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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highway 1 ['haiwei] n.公路，大路；捷径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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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holding 1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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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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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hug 1 [hʌg] vt.拥抱；紧抱；抱有，坚持 vi.拥抱；紧抱在一起；挤在一起 n.拥抱；紧抱；固执 n.(Hug)人名；(英)胡克；(法)于
格；(德、瑞典)胡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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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humanitarian 1 [hju:,mæni'tεəriən] adj.人道主义的；博爱的；基督凡人论的 n.人道主义者；慈善家；博爱主义者；基督凡人论者

362 hunter 1 ['hʌntə] n.猎人；猎犬；搜寻者

363 hunting 1 ['hʌntiŋ] n.打猎；追逐；搜索 adj.打猎的；振荡的 v.狩猎；寻找（hunt的ing形式）；追捕 n.(Hunting)人名；(英)亨廷

364 ice 1 [[ais] n.冰；冰淇淋；矜持；（俚）钻石 vt.冰镇；结冰 vi.结冰 adj.冰的 n.(Ice)人名；(英)艾斯；(法)伊斯

365 illegal 1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
366 immigration 1 [,imi'greiʃən] n.外来移民；移居

367 imposed 1 英 [ɪm'pəʊz] 美 [ɪm'poʊz] v. 强加；课征；强迫；征收(税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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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includes 1 [ɪnk'luːdz]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370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371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72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
373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374 instruments 1 ['ɪnstrəmənt] n. 仪器；乐器；工具；器械 v. 用器械（或仪器）装备；向…提交文书

375 jaguars 1 n. “美洲虎”战斗机

376 jeremy 1 ['dʒerimi] n.杰里米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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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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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Kentucky 1 [ken'tʌki; kən-] n.肯塔基州

380 kill 1 [kil] vt.杀死；扼杀；使终止；抵消 vi.杀死 n.杀戮；屠杀 adj.致命的；致死的 n.(Kill)人名；(德)基尔

381 killing 1 ['kiliŋ] adj.杀害的；迷人的；使人筋疲力尽的 n.杀戮；谋杀；猎获物 v.杀死；消磨；毁掉（kill的ing形式） n.(Killing)人
名；(德)基林
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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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Lakes 1 [leiks] n.[地理]湖泊，湖畔；[涂料]色淀 n.(Lakes)人名；(德)拉克斯

3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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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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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5 Latvia 1 ['lætviə] n.拉脱维亚

386 laureate 1 ['lɔ:riət] adj.戴桂冠的；荣誉的 n.桂冠诗人；得奖者 vt.使戴桂冠

387 law 1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388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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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391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392 legal 1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393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394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395 lion 1 ['laiən] n.狮子；名人；勇猛的人；社交场合的名流 n.(Lion)人名；(西、葡)利昂；(德、法、意、捷、瑞典)利翁；(英)莱昂

3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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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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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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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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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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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luring 1 英 [lʊə(r)] 美 [lʊr] vt. 诱惑；吸引 n. 诱惑；吸引力；饵

4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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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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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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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market 1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
4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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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408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4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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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migration 1 [mai'greiʃən] n.迁移；移民；移动
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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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mission 1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
413 money 1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414 monkey 1 ['mʌŋki] n.猴子；顽童 vi.胡闹；捣蛋 vt.嘲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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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6 motivated 1 ['məutiveitid] adj.有动机的；有积极性的 v.使产生动机；激发…的积极性（motiv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17 native 1 ['neitiv] adj.本国的；土著的；天然的；与生俱来的；天赋的 n.本地人；土产；当地居民

418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419 nearby 1 ['niə'bai] adj.附近的，邻近的 adv.在附近 prep.在…附近

420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421 nine 1 [nain] n.九，九个 num.九；九个 adj.九的，九个的 n.(Nine)人名；(塞)尼内

4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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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northeast 1 [,nɔ:θ'i:st] adj.东北的；向东北的；来自东北的 n.东北 adv.向东北；来自东北

424 ocelot 1 ['əusilɔt, 'ɔ-] n.豹猫

425 Oder 1 ['əudə] n.奥得河（欧洲中部河流）

426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427 official 1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428 OK 1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j.好的；不错的 adv.行；很好 int.好；可以 vt.对…表示同意 n.同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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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ov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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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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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、土)奥韦尔

431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432 Pablo 1 ['pæbləu] n.巴勃罗（西班牙籍体育明星）；帕布洛（英国水槽产品品牌）；帕布鲁（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的姓）

433 Paraguay 1 ['pærəgwai] n.巴拉圭（南美洲一国名）

434 partnership 1 ['pɑ:tnəʃip] n.合伙；[经管]合伙企业；合作关系；合伙契约

4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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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6 patches 1 [pætʃ] n. 小片；补丁；眼罩；（贴在伤口的）膏药；【生态】斑块 vt. 修补；补缀；解决；掩饰

437 patrol 1 [pə'trəul] n.巡逻；巡逻队；侦察队 vt.巡逻；巡查 vi.巡逻；巡查

438 patrols 1 英 [pə'trəʊl] 美 [pə'troʊl] n. 巡逻；巡查 v. 巡逻；巡查

439 permission 1 [pə'miʃən] n.允许，许可

440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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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philanthropic 1 [,filən'θrɔpik] adj.博爱的；仁慈的

4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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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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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planting 1 ['plɑ:ntiŋ, 'plæn-] n.栽培，种植；花圃 v.播种；移植（plant的ing形式）；安置 n.(Planting)人名；(芬、瑞典)普兰廷

446 please 1 [pli:z] vt.使喜欢；使高兴，使满意 vi.讨人喜欢；令人高兴 int.请（礼貌用语）

4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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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8 pond 1 [pɔnd] vt.筑成池塘 vi.筑成池塘 n.池塘 n.(Pond)人名；(英、法)庞德

449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450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451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452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453 priorities 1 英 [praɪ'ɒrəti] 美 [praɪ'ɔː rəti] n. 优先权；优先；优先顺序

454 progresses 1 [prəɡ'resɪz] 进展

455 property 1 ['prɔpəti] n.性质，性能；财产；所有权

456 proposed 1 英 [prəʊ'pəʊzd] 美 [prə'poʊzd] adj. 被提议的

457 protecting 1 [prə'tektiŋ] adj.保护的；防护的 v.保护；防护（protect的ing形式）

458 protection 1 [prəu'tekʃən] n.保护；防卫；护照

459 puma 1 ['pju:mə] n.[脊椎]美洲狮

460 pun 1 [pʌn] vi.说双关语；说俏皮话 n.双关语；俏皮话 vt.捣实敲打 n.(Pun)人名；(柬)本；(泰)汶

461 punishments 1 ['pʌnɪʃmənts] 处分

462 putting 1 ['putiŋ] n.投掷；（高尔夫球）打球入洞 v.放置（put的ing形式）；轻击球；使球入洞的轻击（putt的ing形式）

4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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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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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5 ransom 1 ['rænsəm] vt.赎回，赎；勒索赎金；救赎；得赎金后释放 n.赎金；赎身，赎回 n.(Ransom)人名；(西)兰索姆；(英)兰塞
姆

4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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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468 recognize 1 ['rekəgnaiz] vt.认出，识别；承认 vi.确认，承认；具结

469 redeem 1 [ri'di:m] vt.赎回；挽回；兑换；履行；补偿；恢复

470 reduction 1 n.减少；下降；缩小；还原反应

471 reforestation 1 [,ri:fɔri'steiʃən] n.重新造林

472 regime 1 [rei'ʒi:m, ri-, ri'dʒi:m] n.政权，政体；社会制度；管理体制

473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474 remained 1 [rɪ'meɪn] v. 剩余；逗留；留下；依然；保持 n. 剩余物；遗迹；残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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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5 repeatedly 1 [rɪ'piː tɪdli] adv. 重复地；再三地

476 represent 1 [,repri'zent] vt.代表；表现；描绘；回忆；再赠送 vi.代表；提出异议

477 reputation 1 [,repju'teiʃən] n.名声，名誉；声望

478 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479 restored 1 [rɪ'stɔː d] adj. 恢复的

480 restoring 1 [rɪs'tɔː rɪŋ] n. 恢复；复原 动词resto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81 restricting 1 [rɪs'trɪktɪŋ] adj. 限制的，约束的 v. 限制，约束，束缚（restrict的现在分词）

482 revenge 1 [ri'vendʒ] n.报复；复仇 vt.报复；替…报仇；洗雪 vi.报仇；雪耻

483 rights 1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484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485 roads 1 n. 路；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. 罗兹(姓氏)

486 Roth 1 [rɔθ] n.罗斯（姓氏）

487 royally 1 ['rɔiəli] adv.庄严地；像国王似地

488 runs 1 [rʌnz] n.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；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.

4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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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sale 1 [seil] n.销售；出售；拍卖；销售额；廉价出售 n.(Sa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瑞典)萨莱；(英、萨摩)塞尔；(法)萨尔

4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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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2 sanctions 1 ['sæŋkʃnz] n. 制裁 名词sanction的复数形式.

493 saving 1 ['seiviŋ] n.节约；挽救；存款 adj.节约的；挽救的；补偿的；保留的 prep.考虑到；除...之外 n.(Saving)人名；(瑞典)萨温

4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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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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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6 September 1 [sep'tembə] n.九月

497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4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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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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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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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1 Shakespeare 1 n.莎士比亚（1564-1616，英国诗人、剧作家）

502 share 1 [ʃεə] vt.分享，分担；分配 vi.共享；分担 n.份额；股份 n.(Share)人名；(阿拉伯)沙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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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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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5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5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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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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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8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5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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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0 soldiers 1 ['səuldʒə] n.[军]士兵；战士数量（soldier的复数）

5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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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2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513 sponsored 1 ['spɔnsəd] adj.赞助的；发起的 v.赞助（sponsor的过去分词）；发起

514 sporting 1 ['spɔ:tiŋ] adj.运动的；冒险性的；公正的；喜好运动的 v.娱乐；玩弄（sport的ing形式）

515 square 1 [skwεə] adj.平方的；正方形的；直角的；正直的 vt.使成方形；与…一致 vi.一致；成方形 n.平方；广场；正方形 adv.成
直角地

516 stand 1 [stænd] vi.站立；位于；停滞 vt.使站立；忍受；抵抗 n.站立；立场；看台；停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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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8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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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9 stories 1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520 strongman 1 ['strɔŋmæn] n.强人；铁腕人物

521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5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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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3 surge 1 n.汹涌；大浪，波涛；汹涌澎湃；巨涌 v.汹涌；起大浪，蜂拥而来

524 surreal 1 [sə'riəl] adj.超现实主义的；离奇的；不真实的

525 survival 1 [sə'vaivəl] n.幸存，残存；幸存者，残存物

526 Syria 1 ['si:riə; 'si-] n.叙利亚共和国

527 tamarins 1 n. 柽柳猴属

528 target 1 n.目标，指标；（攻击的）对象；靶子 v.把...作为目标；面向，对准（某群体） n.（Target）美国塔吉特公司

529 targeted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 rː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
530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531 tense 1 [tens] adj.紧张的；拉紧的 vt.变得紧张；使拉紧 vi.拉紧，变得紧张 n.时态

532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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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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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5 those 1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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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7 threat 1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538 toll 1 n.通行费；代价；钟声；伤亡人数 vt.征收；敲钟 vi.鸣钟；征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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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0 towards 1 [tə'wɔ:dz, tu-, 'təuədz, twɔ:dz] prep.朝，向；对于；有助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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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2 toys 1 ['tɔɪz] n. 玩具 名词toy的复数形式.

543 trafficking 1 ['træfɪk] n. （人或车等）交通流量；不正当生意（走私） v. 做生意（多指违法的）；游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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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5 transformation 1 [,trænsfə'meiʃən, ,trænz-, trɑ:n-] n.[遗]转化；转换；改革；变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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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7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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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9 ultimately 1 ['ʌltimətli] adv.最后；根本；基本上

550 unfair 1 [,ʌn'fεə] adj.不公平的，不公正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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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2 unraveling 1 [ʌn'rævl] v. 解开；阐明；解释；破坏(计划、安排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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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4 us 1 pron.我们

555 u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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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6 via 1 prep.渠道，通过；经由

557 vision 1 n.视力；美景；眼力；幻象；想象力；幻视（漫威漫画旗下超级英雄） vt.想象；显现；梦见

558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559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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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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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4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5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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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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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6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567 witnessing 1 ['wɪtnəs] n. 目击者；证人 vt. 目击；经历；见证；出席；观察 vi. 证明；为(宗教信仰)做见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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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9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570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571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572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
573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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