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11-12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8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37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(普
通话·威妥玛)

3 and 3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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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of 2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6 baseball 20 ['beisbɔ:l] n.棒球；棒球运动

7 that 18 [ðæt, 弱ðət, ðt] pron.那；那个 adv.那么；那样 conj.因为；以至于 adj.那；那个 n.(That)人名；(德)塔特

8 we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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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it 16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性
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.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，表示天气、时日、距离、状态、温度等等 abbr.信息技术
informationtechnology

10 is 1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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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you 13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3 at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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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 can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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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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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with 1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7 as 10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
18 data 10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19 day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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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this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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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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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stout 9 [staut] adj.结实的；矮胖的；勇敢的；激烈的 n.矮胖子；烈性啤酒 n.(Stout)人名；(英)斯托特

23 players 8 n.队员，参与者；玩家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；迷你音碟机，雷射唱盘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

24 by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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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6 gam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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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lun 7 ['lʌn] Logical Unit Number,逻辑单元编号

28 tech 7 [tek] n.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.技术（technology）；技术员（technician） n.(Tech)人名；(柬)德

29 technology 7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30 also 6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31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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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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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mak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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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mo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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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s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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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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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sports 6 n.运动；运动会（sport的复数）；（报纸）体育版面；突变；娱乐 adj.运动的；适用于运动的 v.娱乐；戏弄（sport的第
三人称单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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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tennis 6 n.网球（运动） n.（英）坦尼斯（人名）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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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veterans 6 ['vetərənz] n. 退伍军人 名词veteran的复数形式.

41 world 6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42 burlage 5 n. 伯莱奇

43 cnn 5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44 end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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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events 5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46 Lin 5 n.林

47 sport 5 [spɔ:t] n.运动；游戏；娱乐；运动会；玩笑 vi.游戏 vt.游戏；参加体育运动；夸耀 adj.运动的

48 their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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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translated 5 [træns'leɪt] v. 翻译；解释；转移；调动

50 which 5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51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52 wi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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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CEO 4 abbr.首席执行官；执行总裁（chiefexecutiveofficer）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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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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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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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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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step 4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59 strike 4 [straik] vi.打，打击；罢工；敲，敲击；抓；打动；穿透 vt.打，击；罢工；撞击，冲击；侵袭；打动；到达 n.罢工；打
击；殴打 n.(Strike)人名；(英)斯特赖克

60 Taiwan 4 ['tai'wɑ:n] n.台湾

61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62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63 were 4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64 wingfield 4 n. 温菲尔德

65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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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access 3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
67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68 ball 3 [bɔ:l] n.球；舞会 vi.成团块 vt.捏成球形 n.(Ball)人名；(土)巴勒；(英、西)鲍尔；(法、德、俄、罗、捷)巴尔

69 b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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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71 Ching 3 [tʃiŋ] n.实验用电子控制自动转换 n.(Ching)人名；(泰、缅)清；(朝)称；(英)钦；(柬)京

72 company 3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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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finish 3 ['finiʃ] vt.完成；结束；用完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结束；完美；回味（葡萄酒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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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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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hel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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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h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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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9 improvement 3 n.改进，改善；提高

80 inaudible 3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
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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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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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83 jingle 3 n.叮当声；节拍十分规则的简单诗歌 v.（使）叮当作响；具有简单而又引人注意的韵律

84 line 3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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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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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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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89 player 3 n.运动员，比赛者；游戏者，做游戏的人；演奏者，表演者；演员；播放器

90 quite 3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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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93 second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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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som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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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statistics 3 [stə'tistiks] n.统计；统计学；[统计]统计资料

96 transform 3 [træns'fɔ:m, trænz-, trɑ:n-] vt.改变，使…变形；转换 vi.变换，改变；转化

97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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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w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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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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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whil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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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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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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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all 2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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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analytics 2 [,ænə'litiks] n.[化学][数]分析学；解析学

106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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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armed 2 [ɑ:md] adj.武装的；有扶手的；有防卫器官的（指动物） n.(Armed)人名；(科摩)阿米德

108 athletes 2 ['æθliː ts] 运动员

109 averag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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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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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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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bett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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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b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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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box 2 [bɔks] n.箱，盒子；包厢；一拳 vi.拳击 vt.拳击；装…入盒中；打耳光 n.(Box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博克斯

115 ceremony 2 ['seriməuni] n.典礼，仪式；礼节，礼仪；客套，虚礼

116 challenge 2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
117 check 2 vt.检查，核对；制止，抑制；在…上打勾 vi.核实，查核；中止；打勾；[象棋]将一军 n.<美>支票；制止，抑制；检
验，核对 n.（英）切克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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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coaches 2 英 [kəʊtʃ] 美 [koʊtʃ] n. 教练；经济舱；(火车)客车车厢；四轮马车 v. 指导；训练

120 connected 2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121 court 2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(法)库尔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122 courts 2 英 [kɔː t] 美 [kɔː rt] n. 法院；庭院；宫廷；球场；奉承 v. 献殷勤；追求；招致；设法获得

123 crazy 2 ['kreizi] adj.疯狂的；狂热的，着迷的

124 crossed 2 [krɔst] adj.交叉的；划掉的；十字形的 v.交叉；越过（cro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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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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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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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29 everyone 2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130 field 2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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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forces 2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133 free 2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134 games 2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135 goo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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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Hawkins 2 ['hɔ:kinz] n.霍金斯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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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Hong 2 [hɔŋ] n.（中国、日本的）行，商行 n.(Hong)人名；(中)洪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鸿；(柬)洪

139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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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Japanese 2 [,dʒæpə'ni:z] adj.日本（人）的；日语的 n.日本人；日语

142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43 Kong 2 [kɔŋ] n.钢；含锡砾石下的无矿基岩 n.(Kong)人名；(泰)空；(老、柬)贡

144 Korea 2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145 laying 2 ['leiiŋ] n.敷设；布置；产卵数；瞄准 v.放置；产卵（lay的ing形式）

146 long 2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147 lot 2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148 maik 2 n.(Maik)人名；(法)马伊克；(德、捷)迈克

149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50 market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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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mass 2 n.块，团；群众，民众；大量，众多；质量 adj.群众的，民众的；大规模的，集中的 vi.聚集起来，聚集 vt.使集合

152 Members 2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153 memorial 2 [英 [mə'mɔ:rɪəl] 美 [məˈmɔriəl, -ˈmor] n.纪念碑，纪念馆；纪念仪式；纪念物 adj.记忆的；纪念的，追悼的

154 metrics 2 ['metriks] n.度量；作诗法；韵律学

155 military 2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156 n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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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November 2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158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59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60 performance 2 n.性能；绩效；表演；执行；表现

161 pitch 2 vi.倾斜；投掷；搭帐篷；坠落 vt.投；掷；定位于；用沥青涂；扎营；向前倾跌 n.沥青；音高；程度；树脂；倾斜；投
掷；球场

162 pl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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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practices 2 ['præktɪs] n. 练习；实行；习惯；业务 v. 练习；实践；开业；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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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4 professionals 2 [prə'feʃənl] adj. 职业的; 专业的 n. 专家; 内行

165 race 2 n.属，种；种族，人种；家庭，门第；赛事，赛跑 vt.使参加比赛；和…竞赛；使急走，使全速行进 vi.比速度，参加竞
赛；全速行进 n.(Race)人名；(英)雷斯；(塞)拉采

166 re 2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167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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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research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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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70 sabermetrics 2 棒球资料的统计分析

171 sai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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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same 2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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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sensors 2 ['sensəz] 传感器

175 serving 2 ['sə:viŋ] n.服务；上菜；一份食物 v.服务（serve的ing形式） adj.用于上菜的 n.(Serving)人名；(瑞典)塞尔温

176 smart 2 [smɑ tː] adj.聪明的；巧妙的；敏捷的；厉害的；潇洒的；剧烈的；时髦的 n.(Smart)人名；(法)斯马尔；(英、德)斯马特

177 soccer 2 ['sɔkə] n.英式足球，足球

178 society 2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179 sout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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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spe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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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Taiwanese 2 ['taiwɑ:'ni:z; -'ni:s] adj.台湾人的；台湾的 n.台湾人

182 tak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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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takes 2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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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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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training 2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187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88 used 2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189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190 velocity 2 n.【物】速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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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war 2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193 what 2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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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wreath 2 [ri:θ] n.花冠；圈状物 vt.环绕（等于wreathe） vi.盘旋（等于wreathe）

196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97 yesterday 2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
198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199 acronym 1 ['ækrəunim] n.首字母缩略词

200 across 1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201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
202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203 agree 1 [ə̍ ɡriː ] vt.同意，赞成；承认；约定，商定 vi.vi.同意，意见一致；约定，商定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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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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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America 1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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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8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2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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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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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arguably 1 adv.可论证地；可争辩地；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地 [广义用法]可能，大概

213 Arlington 1 ['ɑ:liŋtən] n.阿林顿（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城市）；阿林顿国家公墓（NationalCemetery，在弗吉尼亚州）

214 armistice 1 ['ɑ:mistis] n.停战，休战；休战协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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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Atlantic 1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
217 attempted 1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
218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219 awesome 1 [英['ɔː s(ə)m] 美['ɔsəm]] adj.令人敬畏的；使人畏惧的；可怕的；极好的

220 axis 1 ['æksis] n.轴；轴线；轴心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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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base 1 [beis] n.基础；底部；垒 adj.卑鄙的；低劣的 vt.以…作基础 n.(Base)人名；(日)马濑(姓)

223 baseballs 1 n.棒球运动( baseball的名词复数 )

224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225 batting 1 ['bætiŋ] n.打击；打球；棉絮 v.击球；打击（bat的ing形式） n.(Batting)人名；(英)巴廷

226 beat 1 [bi:t] vt.打；打败 vi.打；打败；拍打；有节奏地舒张与收缩 n.拍子；敲击；有规律的一连串敲打 adj.筋疲力尽的；疲惫不
堪的 n.(Beat)人名；(德)贝亚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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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229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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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232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
233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234 bille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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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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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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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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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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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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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242 cemetery 1 ['semitəri] n.墓地；公墓

243 centenarian 1 [,senti'nεəriən] adj.百岁或逾百岁以上的 n.百岁或逾百岁以上的人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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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ceremonies 1 英 ['serəməni] 美 ['serəmoʊni] n. 仪式；礼节；典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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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chances 1 英 [tʃɑːns] 美 [tʃæns] n. 可能性；机会；偶然性 v. 偶然发生；碰巧；冒 ... (的险)

248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249 charging 1 英 [tʃɑːdʒɪŋ] 美 ['tʃɑːdʒɪŋ] n. 充电；装料；炉料 动词charg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50 chip 1 vt.削，凿；削成碎片 vi.剥落；碎裂 n.[电子]芯片；筹码；碎片；(食物的)小片;薄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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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claims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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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3 clock 1 [klɔk] n.时钟；计时器 vt.记录；记时 vi.打卡；记录时间 n.(Clock)人名；(英)克洛克

254 clocking 1 [k'lɒkɪŋ] adj. 孵蛋的

255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256 coffee 1 ['kɔfi] n.咖啡；咖啡豆；咖啡色 n.(Coffee)人名；(英)科菲

257 coined 1 [kɔɪn] n. 硬币；金钱 vt. 铸造（钱币）；创造（新词） adj. 硬币的；投币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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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collecting 1 [kə'lekt] v. 收集；聚集；募捐；运走；使（自己）镇定

260 colonists 1 n.殖民地开拓者，移民，殖民地居民( colonist的名词复数 )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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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263 competes 1 [kəm'piː t] v. 竞争；比赛；对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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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condition 1 [kən'diʃən] n.条件；情况；环境；身份 vt.决定；使适应；使健康；以…为条件

266 confused 1 [kən'fju:zd] adj.困惑的；混乱的；糊涂的 v.困惑（confuse的过去式）

267 connective 1 [kə'nektiv] adj.连合的，连接的 n.连接词；连接物

268 consistently 1 [kən'sistəntli] adv.一贯地；一致地；坚实地

269 continues 1 [kən'tɪnju ]ː v. 继续；连续；维持；持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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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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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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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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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cricket 1 ['krikit] n.板球，板球运动；蟋蟀

275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276 cross 1 n.交叉，十字；十字架，十字形物 vi.交叉；杂交；横过 vt.杂交；渡过；使相交 adj.交叉的，相反的；乖戾的；生气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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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dash 1 [dæʃ] n.破折号；冲撞 vt.使…破灭；猛撞；泼溅 vi.猛冲；撞击 n.(Dash)人名；(英、印)达什；(蒙)达希

2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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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described 1 [dɪsk'raɪbd] adj.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81 designated 1 ['dezɪɡneɪtɪd] adj. 指定的；特指的

282 dessert 1 [di'zə:t] n.餐后甜点；甜点心 n.(Dessert)人名；(法)德塞尔

283 detailed 1 ['di:teild, di'teild] adj.详细的，精细的；复杂的，详尽的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过去分词）

284 details 1 n.细节（detail的复数）；详细资料 v.详细说明（detail的三单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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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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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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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dissect 1 [di'sekt] vt.切细；仔细分析 vi.进行解剖；进行详细分析

290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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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293 earned 1 ['ɜːnd] adj. 挣得的；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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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empower 1 [im'pauə] vt.授权，允许；使能够

296 enable 1 [i'neibl] vt.使能够，使成为可能；授予权利或方法

297 enabled 1 [e'neɪbld] adj. 可激活的；已启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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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8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299 endurance 1 [in'djuərəns] n.忍耐力；忍耐；持久；耐久

300 endured 1 英 [ɪn'djʊə(r)] 美 [ɪn'dʊr] vt. 容忍 vi. 忍耐；持久；持续

301 energy 1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302 enjoy 1 [in'dʒɔi] vt.欣赏，享受；喜爱；使过得快活

303 entrepreneur 1 [,ɔntrəprə'nə:] n.企业家；承包人；主办者

304 ex 1 [eks] prep.不包括，除外 n.前妻或前夫

305 exit 1 ['eksit, 'eg zit] n.出口，通道；退场 vi.退出；离去

306 eye 1 [ai] n.眼睛；视力；眼光；见解，观点 vt.注视，看 n.(Eye)人名；(德)艾厄；(英)艾

307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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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felt 1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310 fighting 1 ['faitiŋ] adj.战斗的；好战的；适于格斗的 n.战斗，搏斗 v.奋斗（fight的ing形式）；打仗；与…进行拳击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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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find 1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313 fine 1 [fain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细小的，精美的；健康的；晴朗的 n.罚款 vt.罚款；澄清 adv.很好地；精巧地 n.(Fine)人名；(意)
菲内；(英)法恩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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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flyover 1 n.天桥；立交桥；立交马路 （Flyover）俯瞰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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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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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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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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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forwar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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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france 1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322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323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324 gaining 1 ['geɪnɪŋ] n. 开槽 动词gain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25 garber 1 n. 加伯

326 gathers 1 英 ['ɡæðəz] 美 ['ɡæðərz] n. 衣褶

327 Germany 1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328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329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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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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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GPS 1 abbr.全球定位系统（GlobalPositionSystem）；通用雷达（GeneralPurposeRadar）；炮长主瞄准镜（Gunner'sPrimarySight）

334 gre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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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gut 1 n.内脏；肠子；剧情；胆量；海峡；勇气；直觉；肠 vt.取出内脏；摧毁（建筑物等）的内部 adj.简单的；本质的，根本
的；本能的，直觉的 n.（德、俄、意、葡、塞、捷、匈、瑞典）古特（人名）；（英）格特（人名）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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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37 haircuts 1 ['heəkʌts] (纸面)微裂痕,毛痕,粘丝, 贴丝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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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headlines 1 ['hedlaɪn] n. 大字标题；新闻提要；头条新闻 v. 加标题于；宣扬；作主角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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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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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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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2 Hollander 1 ['hɔləndə] n.荷兰船；荷兰人；打浆机

3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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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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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honoring 1 履行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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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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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349 hurricane 1 ['hʌrikən] n.飓风，暴风
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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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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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353 inseparable 1 [in'sepərəbl] adj.[数]不可分割的；不能分离的 n.不可分离的事物；形影不离的朋友

354 inserted 1 [in'sə:tid] adj.插入的；[生物]嵌入的；著生的；附着的

355 inside 1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356 installed 1 [ɪns'tɔː ld] adj. 安装的；任命的 动词insta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57 intangibles 1 [ɪn'tændʒəblz] [法] 无形物

358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359 introduce 1 [,intrə'dju:s] vt.介绍；引进；提出；采用

360 island 1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
361 japan 1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362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363 julia 1 ['dʒu:ljə] n.朱莉娅（女子名）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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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keen 1 [ki:n] adj.敏锐的，敏捷的；渴望的；强烈的；热心的；锐利的 n.痛哭，挽歌 n.(Keen)人名；(英)基恩；(德)肯；(肯)金

366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3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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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Kristie 1 n. 克里斯蒂
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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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launched 1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371 league 1 [li:g] n.联盟；社团；范畴 vt.使…结盟；与…联合 vi.团结；结盟 n.(League)人名；(英)利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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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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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leverage 1 n.手段，影响力；杠杆作用；杠杆效率 v.利用；举债经营

375 leveraged 1 ['levəridʒd] adj.杠杆的；杠杆作用的 v.（美）杠杆式投机，举债经营（leverag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376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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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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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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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location 1 [ləu'keiʃən] n.位置（形容词locational）；地点；外景拍摄场地

381 loo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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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383 loss 1 [lɔs, lɔ:s] n.减少；亏损；失败；遗失 n.(Los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法、德、意)洛斯

3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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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Louisiana 1 [lu:,i:zi'ænə] n.美国路易斯安那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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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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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Lu 1 abbr.手太阴肺经 n.(Lu)人名；(缅、柬)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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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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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manager 1 ['mænidʒə] n.经理；管理人员

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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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marked 1 [mɑ:kt] adj.显著的；有记号的 v.表示（mark的过去分词）；作记号；打分数

393 markets 1 英 ['mɑːkɪt] 美 ['mɑ rːkɪt] n. 市场；集市 v. 销售；推销；买卖

394 marking 1 ['mɑ:kiŋ] n.标志；打分；做记号；斑纹 v.注意；作记号于；给…打分数（mark的ing形式） n.(Marking)人名；(西)马金

395 Mary 1 ['mɛəri] n.玛丽（女子名）

396 matches 1 ['mætʃɪz] n. 火柴 名词match的复数形式.

397 math 1 [mæθ] n.数学（等于mathematics） n.(Math)人名；(德)马特；(柬)马；(英)马思

398 maximum 1 ['mæksiməm] n.[数]极大，最大限度；最大量 adj.最高的；最多的；最大极限的

3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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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meant 1 [ment] v.意味；打算（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表示…的意思

401 measured 1 ['meʒəd] adj.量过的；慎重的；基于标准的；有规则的 v.测量，判断（measure的过去分词）

402 measurements 1 ['meʒəmənts] n. 尺寸 名词measurement的复数形式.

403 mentioned 1 ['menʃnd] adj. 提到的；提过的 动词menti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04 meter 1 [mi:tə] n.米；仪表；[计量]公尺；韵律 vt.用仪表测量 vi.用表计量 n.(Meter)人名；(英)米特；(塞)梅特

405 Minnesota 1 [,mini'səutə] n.明尼苏达州（美国中北部洲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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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monitor 1 n.监视器；监听器；监控器；显示屏；班长 vt.监控

408 motivation 1 [,məuti'veiʃən] n.动机；积极性；推动

409 Mounds 1 土丘 [建]土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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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ms 1 abbr.毫秒（millisecond）；手稿（manuscript）；女士（Ms.）；蒙塞拉特岛（Montserrat）；微软公司（Microsoft）；军标
（MilitaryStandard）
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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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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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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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4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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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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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nicknamed 1 ['nɪkneɪm] n. 绰号； 昵称 v. 给 ... 取绰号

420 normal 1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421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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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observations 1 [ɒbzə'veɪʃnz] n. 观察值 名词observation的复数形式.

424 obsessed 1 [əb'sest] adj.着迷的；无法摆脱的 v.着迷（obsess的过去式）；纠缠

425 offered 1 ['ɒfəd] v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 vbl. 提供；奉献；提议

426 offers 1 英 ['ɒfə(r)] 美 ['ɔː fər] vt. 提供；提出；（卖方）出价；贡献 vi. 提议；出现；求婚 n. 提议；出价

427 offices 1 办公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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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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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opened 1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
431 operating 1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
432 ops 1 [ɔps] abbr.（美国）物价管制局（OfficeofPriceStabilization）；管道安全处（OfficeofPipelineSafety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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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3 optimize 1 ['ɔptimaiz] vt.使最优化，使完善 vi.优化；持乐观态度

434 organized 1 ['ɔ:gənaizd] adj.有组织的；安排有秩序的；做事有条理的 v.组织（organize的过去分词）

435 originally 1 [ə'ridʒənəli] adv.最初，起初；本来

436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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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7 outfitted 1 ['aʊtfɪt] n. 配备；用具；机构 vt. 配备；供应 vi. 得到装备

438 parade 1 [pə'reid] n.游行；阅兵；炫耀；行进；阅兵场 vt.游行；炫耀；列队行进 vi.游行；炫耀；列队行进 n.(Parade)人名；
(法、德)帕拉德

439 part 1 n.部分；角色；零件；一些；片段 vt.分离；分配；分开 vi.断裂；分手 adv.部分地 adj.部分的 n.(Part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帕
特；(泰)巴；(法)帕尔

440 participated 1 英 [pɑ 'ːtɪsɪpeɪt] 美 [pɑ rː'tɪsɪpeɪt] vi. 参加；参与 vt. 分享

441 patriots 1 n. 爱国者（patriot的复数）；深海截击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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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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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4 pick 1 [pik] vi.挑选；采摘；挖 vt.拾取；精选；采摘；掘 n.选择；鹤嘴锄；挖；掩护 n.(Pi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捷、匈、瑞
典)皮克

445 picked 1 ['pikid, pikt] adj.采摘的；精选的 v.挑选；采摘（pick的过去式）

446 picture 1 ['piktʃə] n.照片，图画；影片；景色；化身 vt.画；想像；描写

447 pitched 1 [pitʃt] adj.斜的；人字形的 v.使倾斜；扎营；投掷（pitch的过去分词）

448 pitcher 1 ['pitʃə] n.投手；大水罐 n.(Pitcher)人名；(英)皮彻

449 pitches 1 [pɪtʃ] n. 球场；程度；音调；推销；投掷；街头商贩摊位；沥青；树脂；松脂 v. 投；颠簸；搭帐篷；定调；推销；用
沥青覆盖

450 pitching 1 ['pitʃiŋ] n.俯仰；铺地石；投手投球 adj.倾斜的；陡的 v.使倾斜（pitch的ing形式）；投掷；用沥青涂；为…定调

451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452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453 popularity 1 [,pɔpju'lærəti] n.普及，流行；名气；受大众欢迎

454 positioning 1 [pə'ziʃəniŋ] n.[计]定位；配置，布置 v.[计]定位（position的现在分词）；放置

455 precision 1 [pri'siʒən] n.精度，[数]精密度；精确 adj.精密的，精确的

456 premiere 1 [pri'miə, prə'mjer] adj.首位的；初次的；女主角的 vi.初次公演；首次露面 vt.初次公演；初次上演 n.初次的演出；女主
角

457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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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9 professional 1 [prə'feʃənəl] adj.专业的；职业的；职业性的 n.专业人员；职业运动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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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1 p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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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2 racing 1 ['reisiŋ] n.赛马；竞赛 vi.赛马（race的ing形式）；竞赛 adj.比赛的

463 rate 1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
464 ratio 1 ['reiʃiəu, -ʃəu] n.比率，比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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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6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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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8 records 1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469 remembrance 1 [ri'membrəns] n.回想，回忆；纪念品；记忆力

4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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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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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2 robust 1 [rəu'bʌst, 'rəubʌst] adj.强健的；健康的；粗野的；粗鲁的

473 rotational 1 [rəu'teiʃənəl] adj.转动的；回转的；轮流的

474 rugby 1 ['rʌgbi] n.英式橄榄球；拉格比（英格兰中部的城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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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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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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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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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8 Saturday 1 ['sætədi; -dei] n.星期六

4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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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0 sc 1 abbr.最高法院（SupremeCourt）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（SecurityCouncil）；通讯兵团（SignalCorps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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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2 seasons 1 ['siː znz] n. 季节 名词season的复数形式.

483 seconds 1 ['sekəndz] n. 秒，时刻 名词second的复数

484 seemingly 1 ['si:miŋli] adv.看来似乎；表面上看来

485 senior 1 ['si:njə] adj.高级的；年长的；地位较高的；年资较深的，资格较老的 n.上司；较年长者；毕业班学生 n.(Senior)人名；
(英)西尼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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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488 services 1 ['sɜːvɪsɪz] n. 服务；公共机构；宗教礼拜；维修，保养；发球（service的复数形式）

4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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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setting 1 ['setiŋ] n.环境；安装；布置；[天]沉落 v.放置；沉没；使…处于某位置（set的ing形式）

491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492 shot 1 n.发射；炮弹；射手；镜头 adj.用尽的；破旧的；杂色的，闪光的 v.射击（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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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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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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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6 sights 1 [saɪts] n. 风景；名胜；瞄准器 名词sight的复数形式

4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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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8 smith 1 [smiθ] n.铁匠；锻工；制作者 vt.锻制 vi.锻打金属；当锻工

499 softball 1 ['sɔftbɔ:l, 'sɔ:-] n.垒球；垒球运动

500 sold 1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501 soldier 1 ['səuldʒə] n.军人；[昆]兵蚁；懒汉；一片烤面包 vi.当兵；磨洋工；坚持干；假称害病

502 solution 1 [sə'lju:ʃən] n.解决方案；溶液；溶解；解答

503 somber 1 ['sɔmbə] adj.忧郁的；昏暗的；严峻的；阴天的

504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505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5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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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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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08 spangled 1 ['spæŋgəld] adj. 装有闪光饰片的 动词span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509 spectator 1 [spek'teitə, 'spekt-] n.观众；旁观者

510 spin 1 [spin] vi.旋转；纺纱；吐丝；晕眩 vt.使旋转；纺纱；编造；结网 n.旋转；疾驰

511 split 1 [split] vt.分离；使分离；劈开；离开；分解 vi.离开；被劈开；断绝关系 n.劈开；裂缝 adj.劈开的

512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513 sportswriter 1 英 ['spɔː tsˌraɪtə] 美 ['spoʊrtsˌraɪtə] n. (报纸的)体育新闻记者

5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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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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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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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8 staying 1 英 ['steɪɪŋ] 美 ['steɪŋ] n. 拉线(撑；刚性结合)；停留 动词stay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.

519 stays 1 [steɪ] v. 停留；逗留；保持 n. 停留；逗留

520 stepped 1 [stept] v.踏；行走（st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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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22 strategy 1 ['strætidʒi] n.战略，策略

523 stride 1 [straid] n.大步；步幅；进展 vt.跨过；大踏步走过；跨坐在… vi.跨；跨过；大步行走

524 stroke 1 n.（游泳或划船的）划；中风；（打、击等的）一下；冲程；（成功的）举动；尝试；轻抚 vt.（用笔等）画；轻抚；
轻挪；敲击；划尾桨；划掉；（打字时）击打键盘 vi.击球；作尾桨手，指挥划桨；（打字时）击打键盘

525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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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7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528 survived 1 英 [sə'vaɪv] 美 [sər'vaɪv] vt. 幸免于难；存活；艰难度过；比 ... 活得长 vi. 活着；继续存在

529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530 tainan 1 ['tai'næn; -'nɑ:n] n.台南（台湾省的一个城市）

5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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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32 teachers 1 ['titʃə:s] n.教师（t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533 technologies 1 英 [tek'nɒlədʒi] 美 [tek'nɑ lːədʒi] n. 技术；工艺；工艺学

534 televised 1 ['telɪvaɪz] v. 用电视放映

535 term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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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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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7 tested 1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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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9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540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5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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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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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throw 1 [θrəu] vt.投；抛；掷 vi.抛；投掷 n.投掷；冒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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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5 tired 1 ['taiəd] adj.疲倦的；厌倦的，厌烦的 v.疲倦；对…腻烦（tir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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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7 together 1 [tə'geðə] adv.一起；同时；相互；连续地；总共 adj.新潮的；情绪稳定的，做事有效率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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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9 touching 1 ['tʌtʃiŋ] adj.动人的，令人同情的 prep.至于，关于 v.接触；感动（touch的ing形式）

550 tracking 1 ['trækiŋ] n.追踪，跟踪 v.跟踪（track的ing形式）

551 traditional 1 [trə'diʃənəl] adj.传统的；惯例的

552 trajectory 1 ['trædʒiktəri, trə'dʒek-] n.[物]轨道，轨线；[航][军]弹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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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4 transferable 1 adj.可转让的；[数]可转移的

555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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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7 trying 1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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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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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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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1 unique 1 [ju:'ni:k] adj.独特的，稀罕的；[数]唯一的，独一无二的 n.独一无二的人或物 n.(Unique)人名；(英)尤妮克

562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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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3 unknown 1 ['ʌn'nəun] adj.未知的；陌生的，默默无闻的 n.未知数；未知的事物，默默无闻的人

564 unveiled 1 adj.裸露的；公布于众的 v.公开（unveil的过去分词）；原形毕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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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6 us 1 pron.我们

567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568 vests 1 [vest] n. 背心；内衣；汗衫；马甲 vt. 授予；使穿衣 vi. 穿衣服；(权力、财产等)归于

569 veteran 1 ['vetərən] n.老兵；老手；富有经验的人；老运动员 adj.经验丰富的；老兵的

570 victory 1 ['viktəri] n.胜利；成功；克服 n.(Victory)人名；(西)维多利；(英)维克托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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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2 visible 1 ['vizəbl] adj.明显的；看得见的；现有的；可得到的 n.可见物；进出口贸易中的有形项目

5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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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4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575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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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7 Washington 1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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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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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0 wendell 1 ['wendəl] n.温德尔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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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2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5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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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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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5 wireless 1 ['waiəlis] adj.无线的；无线电的 n.无线电 vt.用无线电报与…联系；用无线电报发送 vi.打无线电报；打无线电话

586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587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88 wonderful 1 adj.极好的，精彩的，绝妙的；奇妙的；美妙；胜；神妙

589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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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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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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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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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4 zander 1 ['zændə] n.[鱼]梭鲈（等于Stizostedionlucioperca） n.(Zander)人名；(德)灿德尔；(西、瑞典)桑德尔；(英、俄)赞德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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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