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11-19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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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buse 4 [ə'bju:z, ə'bju:s] n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；弊端；恶习，陋习 vt.滥用；虐待；辱骂 n.(Abuse)人名；(英)阿比斯

3 abusing 1 [ə'bjuːs] n. 滥用；恶习 vt. 滥用；辱骂；虐待

4 accident 1 ['æksidənt] n.事故；意外；[法]意外事件；机遇

5 accidental 1 [,æksi'dentəl] adj.意外的；偶然的；附属的；临时记号的 n.次要方面；非主要的特性；临时记号

6 according 1 adj.相符的；一致的；相应的；和谐的；调和的 adv.依照；根据；按照 v.给予(accord的现在分词)；使和谐一致；使
符合；使适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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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active 1 ['æktiv] adj.积极的；活跃的；主动的；有效的；现役的 n.主动语态；积极分子

9 address 1 vt.演说；从事；忙于；写姓名地址；向…致辞；与…说话；提出；处理 n.地址；演讲；致辞；说话的技巧；称呼

10 administration 4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11 administrator 1 [əd'ministreitə] n.管理人；行政官

12 African 1 ['æfrikən] adj.非洲的，非洲人的 n.非洲人

13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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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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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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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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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l 1 [ɑ:l] abbr.美国联盟（AmericanLeague）；美国军团（AmericanLegion）；阿尔巴尼亚（Albania，欧洲一国家名）；美国亚拉
巴马州（Alabama） n.(Al)人名；(英)阿尔(Albert在美国的昵称)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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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llows 1 [ə'laʊz] 允许

22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23 alone 2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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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lways 2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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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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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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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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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nderson 11 ['ændəsn] n.安德森市（美国印第安纳州）；安德森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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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Anne 1 [æn] n.安妮（女子名）

34 anything 2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35 apps 1 n.应用程序，应用软件；应用服务

36 April 2 ['eiprəl] n.四月

37 a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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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39 a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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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aside 1 [ə'said] adv.离开，撇开；在旁边 n.旁白；私语，悄悄话；离题的话 prep.在…旁边

41 assume 1 vi.假定；设想；承担；采取 vt.僭取；篡夺；夺取；擅用；侵占

42 at 3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挝货币基本单位att）；[化]砹（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） abbr.密封的（airtight）；气温（airtemperature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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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athlete 2 ['æθli:t] n.运动员，体育家；身强力壮的人

44 athletes 5 ['æθliː ts] 运动员

45 awareness 1 n.意识，认识；明白，知道 n.人群对品牌或产品的认知

46 back 2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后
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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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be 1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9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50 becky 2 ['beki] n.上挂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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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before 6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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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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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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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58 big 2 [big] adj.大的；重要的；量大的 adv.大量地；顺利；夸大地 n.(Big)人名；(土)比格

59 billion 3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60 bit 4 n.[计]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老一套；一点，一块 vt.控制 adj.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 adv.有点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1 blame 1 ['bleim] vt.责备；归咎于 n.责备；责任；过失

62 blended 1 ['blendɪd] adj. 混合的；混杂的 动词bl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3 bolt 14 n.螺栓，螺钉；闪电，雷电；门闩；弩箭;（布的）一匹，一卷 vt.筛选；囫囵吞下；（把门、窗等）闩上；突然说出，
脱口说出 vi.（门窗等）闩上，拴住；冲出，跳出；（马等的）脱缰；囫囵吞下 adv.突然地；像箭似地；直立地

64 boycott 1 ['bɔikɔt] vt.联合抵制；拒绝参加 n.联合抵制 n.(Boycott)人名；(英)博伊科特

65 break 2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晓；
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66 britannica 1 n.大英百科全书

67 broke 1 [brəuk] adj.一文不名的，破产的 v.打破，断掉（break的过去式） n.(Broke)人名；(英)布罗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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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bu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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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 3 prep.通过；被；依据；经由；在附近；在……之前 adv.通过；经过；附近；[互联网]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

71 ca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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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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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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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75 cancer 1 ['kænsə] n.癌症；恶性肿瘤

76 career 1 n.生涯；职业；事业；速度，全速 adj.作为毕生职业的 vi.全速前进，猛冲

77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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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charity 1 ['tʃærəti] n.慈善；施舍；慈善团体；宽容；施舍物

80 Chicago 1 [ʃi'kɑ:gəu] n.芝加哥（美国中西部城市）

81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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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除；
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84 clearly 1 ['kliəli] adv.清晰地；明显地；无疑地；明净地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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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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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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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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cnni 2 Cable News Network International 国际有线新闻网

88 coach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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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combating 1 英 ['kɒmbæt] 美 ['kɑːmbæt] n. 战斗；试图解决 v. 战斗；与 ... 斗争；试图解决 adj. 战斗的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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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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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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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contain 1 [kən'tein] vt.包含；控制；容纳；牵制（敌军） vi.含有；自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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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corona 1 [kə'rəunə] n.[物]电晕；日冕；冠状物 n.(Corona)人名；(罗、葡、西、意、英)科罗纳，科罗娜(女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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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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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couple 1 ['kʌpl] n.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结合；成婚 vt.结合；连接；连合 n.(Couple)人名；(法)库普勒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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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cut 1 [kʌt] n.伤口；切口；削减；（服装等的）式样；削球；切入 vt.[机]切割；削减；缩短；刺痛 vi.[机]切割；相交；切牌；停
拍；不出席 adj.割下的；雕过的；缩减的

101 danger 1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
102 d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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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dea 2 abbr. 数据交换协议(=Data Exchange Agreement) abbr. 禁药取缔机构(=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)

104 deal 1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
西)迪尔

105 deaths 7 ['deθs] 死亡人口

106 debut 1 ['deibju:] n.初次登台；开张 vi.初次登台 n.(Debut)人名；(法)德比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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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8 deeper 1 ['diː pə] adj. 更深 形容词deep的比较级形式.

109 determination 2 n.决心；果断；测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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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12 died 2 [daɪ] v. 死；枯竭；消失；渴望 n. 骰子；印模；金属模子

113 digging 1 ['digiŋ] n.挖掘，采掘 v.挖掘，发掘（dig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114 disabilities 1 [ˌdɪsə'bɪləti] n. 无力；无能；残疾；不利条件

115 disability 1 [,disə'biləti] n.残疾；无能；无资格；不利条件

116 discrimination 1 [dis,krimi'neiʃən] n.歧视；区别，辨别；识别力

117 do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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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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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dogs 2 n.狗（dog的复数）；瘦狗类 v.紧紧跟踪；追猎；紧随（dog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Dogs)人名；(德)多格斯

121 do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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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2 dose 1 [dəus] n.剂量；一剂，一服 vi.服药 vt.给药；给…服药 n.(Dose)人名；(德)多泽；(意、西、葡、塞)多塞；(英)多斯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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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dr 2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125 drug 9 [drʌg] n.药；毒品；麻醉药；滞销货 vt.使服麻醉药；使服毒品；掺麻醉药于 vi.吸毒 n.(Drug)人名；(罗)德鲁格

126 drugs 2 [drʌgz] n.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.

127 Dubai 1 [英 [ˈdju:bai] 美 [duˈbaɪ]] n.迪拜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酋长国之一）；迪拜港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港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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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29 each 2 [i:tʃ] adj.每；各自的 adv.每个；各自 pron.每个；各自

130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131 eight 2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132 elicit 1 [i'lisit] vt.抽出，引出；引起

133 emirate 1 [ə'miərət] n.酋长国

134 encouraged 1 英 [ɪn'kʌrɪdʒd] 美 [ɪn'kɜ ɪːdʒd] adj. 被鼓励的 v. 鼓励；促进；支持（动词encour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35 encyclopedia 1 n.百科全书（亦是encyclopaedia）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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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enforcement 1 [in'fɔ:smənt] n.执行，实施；强制

138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139 epidemic 1 [,epi'demik] adj.流行的；传染性的 n.传染病；流行病；风尚等的流行

140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41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42 eve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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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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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every 5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146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
147 exploding 1 英 [ɪk'spləʊd] 美 [ɪk'sploʊd] vi. 爆炸；激增；爆发 vt. 使爆炸；驳倒

148 expo 1 ['ekspəu] n.展览会

149 faced 2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150 facto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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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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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fastest 3 ['fɑːstɪst] adj. 最快的 形容词fast的最高级形式.

153 favorite 1 ['feivərit] n.幸运儿；喜欢的事物；特别喜欢的人 adj.最喜爱的；中意的；宠爱的 n.(Favorite)人名；(英)费沃里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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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156 fentanyl 8 ['fentənil] n.芬太尼（主要用作止痛剂）

157 fiel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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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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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first 4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161 five 2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162 for 1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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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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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from 1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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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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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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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171 Glasgow 1 ['glɑ:sgəu] n.格拉斯哥（英国城市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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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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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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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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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gold 2 [gəuld] n.金，黄金；金色；金币 adj.金的，金制的；金色的 n.(Go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、罗、捷、瑞典)戈尔德

176 go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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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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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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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group 2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181 Gupta 2 笈多 n.(Gupta)人名；(德、意、印、孟、尼)古普塔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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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3 handset 1 ['hændset] n.手机，电话听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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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har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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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has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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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hav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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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h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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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190 hel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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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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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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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3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194 hero 1 ['hiərəu] n.英雄；男主角，男主人公

195 heroin 1 ['herəuin] n.[药][毒物]海洛因，吗啡

196 heroine 1 n.女主角；女英雄；女杰出人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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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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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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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him 2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201 his 1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02 history 1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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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holder 1 ['həuldə] n.持有人；所有人；固定器；（台、架等）支持物 n.(Holder)人名；(英、罗、瑞典、德)霍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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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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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idea 2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208 ideas 1 观念

209 if 4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10 illegal 2 adj.[法]非法的；违法的；违反规则的 n.非法移民，非法劳工

211 illegally 1 [i'li:gəli] adv.非法地

212 Illinois 1 [,ili'nɔi(z)] n.伊利诺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13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214 in 2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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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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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 inaudible 5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
216 included 1 [in'klu:did] adj.包括的；[植]内藏的 v.包括（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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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increase 1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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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incredibly 1 [in'kredəbli] adv.难以置信地；非常地

221 India 1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222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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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inspired 1 [in'spaiəd] adj.有灵感的；官方授意的 v.激发（inspire的过去分词）；鼓舞

225 inspiring 2 [in'spaiəriŋ] adj.鼓舞人心的；灌输的；启发灵感的 v.鼓舞；激发；使感悟（inspire的ing形式）

226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227 intellectual 1 [,intə'lektjuəl, -tʃuəl] adj.智力的；聪明的；理智的 n.知识分子；凭理智做事者

228 interview 1 ['intəvju:] n.接见，采访；面试，面谈 vt.采访；接见；对…进行面谈；对某人进行面试

229 int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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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invited 1 [ɪn'vaɪtɪd] adj. 邀请的；引起的；招致的 动词inv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31 is 1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32 issu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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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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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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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Jamaican 2 [dʒə'meikən] adj.牙买加的；牙买加人的 n.牙买加人

236 jog 1 [dʒɔg] vt.慢跑；轻推；蹒跚行进；使颠簸 vi.慢跑；轻推；蹒跚行进；颠簸着移动 n.慢跑；轻推，轻撞 n.(Jog)人名；(尼)乔
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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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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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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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killers 1 ['kɪləz] n. 杀手乐团（乐队名）；杀人者；凶手；致命物（名词killer的复数形式）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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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knew 1 [nju:, nu:] v.知道；认识；记得（know的过去式） n.(Knew)人名；(英)纽

243 know 5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244 known 2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245 Korean 1 [kə'riən] adj.韩国人的；韩国语的；朝鲜人的；朝鲜语的 n.韩国人；韩国语；朝鲜人；朝鲜语

246 Labrador 2 ['læbrədɔ:] n.拉布拉多（加拿大东部一地区）；一种纽芬兰猎犬

247 laced 1 [leist] adj.有花边的；绑带子的；加酒的 v.用带子束紧；交织在一起；抽打（lace的过去分词）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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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laughter 2 ['lɑ:ftə, 'læf-] n.笑；笑声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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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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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3 leg 1 [leg] n.腿；支柱

254 legacy 2 ['legəsi] n.遗赠，遗产

255 legendary 1 adj.传说的，传奇的

256 lethal 1 ['li:θəl] adj.致命的，致死的 n.致死因子

257 light 2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258 li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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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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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li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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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little 4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261 ll 2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262 lockdown 1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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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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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266 ma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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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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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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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manufactured 1 [mænjʊ'fæktʃəd] adj. 制成的；人造的 动词manufactu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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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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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m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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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mea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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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medalist 1 ['medlist] n.奖牌获得者

276 medals 2 abbr. 模数工程制图和程序库系统(=Modular Engineering Draughting and Library System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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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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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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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met 1 [met] v.遇见（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et)人名；(瑞典)梅特

282 met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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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Mexico 1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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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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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milgram 1 n. 米尔格拉姆

287 millio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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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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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minutes 3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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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misused 1 [ˌmɪs'juːs] vt. 误用；滥用 n. 误用；滥用

292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293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94 mo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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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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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muscle 1 ['mʌsl] n.肌肉；力量 vt.加强；使劲搬动；使劲挤出 vi.使劲行进

297 m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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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myself 1 [mai'self] pron.我自己；我亲自；我的正常的健康状况和正常情绪

299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300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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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1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302 needs 2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303 nervous 1 ['nə:vəs] adj.神经的；紧张不安的；强健有力的

304 never 2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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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nex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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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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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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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10 noted 1 ['nəutid] adj.著名的；显著的；附有乐谱的 v.注意；记下（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11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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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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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Obama 1 n. 巴拉克- 奥巴马(1961-)；美国第44任总统(2009-)

315 occurred 1 [ə'kɜːd] adj. 发生的 动词occu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16 of 3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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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319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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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oh 1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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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Older 1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324 Olympic 5 [əu'limpik] adj.奥林匹斯山的，奥林匹亚的；奥林匹克的

325 olympics 7 英 [əʊ'lɪmpɪks] 美 [oʊ'lɪmpɪks] n. 奥林匹克运动会 =Olympic Games.

326 O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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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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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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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opioid 1 ['əupiɔid] n.[生化]阿片样物质；类鸦片

330 opioids 5 [əʊ'piː əʊɪdz] 类罂粟碱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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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Oregon 1 ['ɔrigən; -gɔn] n.俄勒冈州（美国州名）

333 organization 2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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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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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over 3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338 overcome 1 [,əuvə'kʌm] vt.克服；胜过 vi.克服；得胜

339 overcomes 1 英 [ˌəʊvə'kʌm] 美 [ˌoʊvər'kʌm] vt. 战胜；克服；使受不了；(感情等)压倒 vi. 获胜；赢

340 overdose 5 ['əuvədəus, ,əuvə'dəus] vt.配药过量；使过分沉溺 n.药量过多（等于overdosage） vi.服药过量；过分沉溺

341 overdoses 2 英 ['əʊvədəʊs] 美 ['oʊvərdoʊs] n. 配药量过多；过量 v. （使）服过量的药

342 owners 2 ['əʊnəz] 业主

343 pain 2 [pein] n.疼痛；努力 vt.使…痛苦；使…烦恼 vi.感到疼痛；引起疼痛 n.(Pain)人名；(意)帕因；(俄)派因；(法)潘；(英)佩因

344 painkillers 2 n.止痛药( painkiller的名词复数 )

345 pandemic 6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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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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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participate 2 vi.参与，参加；分享 vt.分享；分担 [过去式participated过去分词participated现在分词participating]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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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patients 1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350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51 period 2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352 pH 7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
353 phone 3 [fəun] n.电话；耳机，听筒 vt.打电话 vi.打电话 n.(Phone)人名；(老、缅)蓬

354 pills 3 [pɪl] n. 药丸；药片 v. 服用药丸；把 ... 制成药丸；<俚>投票反对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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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357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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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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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potent 2 ['pəutənt] adj.有效的；强有力的，有权势的；有说服力的

361 prescription 3 [pris'kripʃən] n.药方；指示；惯例 adj.凭处方方可购买的

362 presidents 1 [p'rezɪdənts] n. 总统

363 pretty 1 adj.漂亮的；可爱的；优美的 adv.相当地；颇 n.有吸引力的事物（尤指饰品）；漂亮的人 n.Pretty，普雷蒂（人名）

364 problem 4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365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366 prove 1 [pru:v] vt.证明；检验；显示 vi.证明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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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pull 1 [pul] vt.拉；拔；拖 vi.拉，拖；拔 n.拉，拉绳；拉力，牵引力；拖 n.(Pull)人名；(法)皮尔；(德、瑞典)普尔

369 pulling 1 ['pʊlɪŋ] 动词pull的现在分词形式

370 puppies 1 ['pʌpi] n. 小狗；自负的小伙子

371 pushed 1 [puʃt] adj.处于窘境的；为难的；推挤现象的 v.推；挤；逼迫（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72 pushes 1 [pʊʃ] v. 推；按；挤；逼迫；催促 n. 推；奋力；决心

3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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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rac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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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raising 1 ['reiziŋ] n.高地；提高；举；浮雕装饰 v.饲养；升起；举起（raise的ing形式）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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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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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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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receiver 1 [ri'si:və] n.接收器；接受者；收信机；收款员，接待者

380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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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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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recorded 1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
384 Redmond 2 ['redmənd] n.雷德蒙（姓氏）；雷德蒙德（美国华盛顿州城市，微软总部）

385 reflect 1 vt.反映；反射，照出；表达；显示;反省 vi.反射，映现；深思

386 reported 2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387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388 researchers 1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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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9 retiring 1 [ri'taiəriŋ] adj.退休的；不善社交的；过隐居生活的 v.退休（retire的ing形式）

390 righ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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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1 role 1 [rəul] n.角色；任务 n.(Ro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赤几)罗莱

392 ruff 1 [rʌf] n.轴环；出王牌；鸟兽颈毛；飞边（流行于16和17世纪的白色轮状皱领） vt.出王牌；胜过 vi.出王牌 n.(Ruff)人名；
(德、西、意、匈、瑞典)鲁夫；(法)吕夫；(英)拉夫
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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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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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sai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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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Sanjay 2 桑贾伊

397 s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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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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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scoot 1 [sku:t] vi.溜走；快走；骑轻便摩托车 vt.迅速跑开；猛冲 n.疾走；轻便摩托车 n.(Scoot)人名；(英)斯库特

401 Scotland 1 ['skɔtlənd] n.苏格兰

402 screen 1 [skri:n] n.屏，幕；屏风 vt.筛；拍摄；放映；掩蔽 vi.拍电影 n.(Screen)人名；(英)斯克林

4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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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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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406 seizing 1 ['si:ziŋ] n.抓；夺；捆绑 v.抓住；利用（seize的ing形式）；理解

4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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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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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severe 1 [si'viə] adj.严峻的；严厉的；剧烈的；苛刻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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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s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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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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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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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skipping 1 [skipiŋ] n.跳跃；暂时把货物腾空 v.跳过（skip的ing形式）；轻快的跳；遗漏

415 smuggled 1 ['smʌɡl] v. 走私；偷运；偷带

416 s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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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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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some 4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
>稍微

419 somebody 1 ['sʌm,bɔdi, -bʌ-, -bə-] n.大人物；重要人物 pron.有人；某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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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source 1 [sɔ:s] n.来源；水源；原始资料 n.(Source)人名；(法)苏尔斯

422 special 9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423 specifically 1 [spi'sifikəli] adv.特别地；明确地

424 spike 1 [spaik] n.长钉，道钉；钉鞋；细高跟 vt.阻止；以大钉钉牢；用尖物刺穿 n.(Spike)人名；(瑞典)斯皮克

425 sport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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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6 spring 2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427 sprinter 2 ['sprintə] n.短跑选手

428 sprinting 2 [sprɪnt] vi. 全力奔跑；冲刺 n. 短距离赛跑；冲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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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9 sprints 1 [sprɪnt] vi. 全力奔跑；冲刺 n. 短距离赛跑；冲刺

430 st 2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4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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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2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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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statistics 1 [stə'tistiks] n.统计；统计学；[统计]统计资料

435 stick 1 vt.刺，戳；伸出；粘贴 vi.坚持；伸出；粘住 n.棍；手杖；呆头呆脑的人 n.(Stick)人名；(芬)斯蒂克

436 still 3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4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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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8 stopping 1 ['stɔpiŋ] n.停止；制止；填塞物 v.停止；妨碍（stop的ing形式）

439 stretching 1 ['stretʃɪŋ] n. 拉伸 动词stretch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40 stronger 1 [英[strɒŋə(r)] 美[strɒŋə]] adj.更强壮的

441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442 subject 1 ['sʌbdʒikt, -dʒe-, səb'dʒekt] n.主题；科目；[语]主语；国民 adj.服从的；易患…的；受制于…的 vt.使…隶属；使屈从于…

443 sup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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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4 synthetic 2 [sin'θetik] adj.综合的；合成的，人造的 n.合成物

4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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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6 tak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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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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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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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9 team 1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450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4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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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2 than 7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453 thank 3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454 thanksgiving 1 n.感恩

455 that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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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6 the 6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457 thei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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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8 them 4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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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0 then 4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461 there 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462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463 they 1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64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465 think 2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466 this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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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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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8 time 2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469 time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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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0 to 4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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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71 took 2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472 towards 1 [tə'wɔ:dz, tu-, 'təuədz, twɔ:dz] prep.朝，向；对于；有助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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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3 toy 2 [tɔi] n.玩具；小装饰品；不值钱的东西 vi.玩弄；调情；随随便便地对待 adj.作为玩具的；玩物似的 n.(Toy)人名；(英、土)
托伊；(法)图瓦

4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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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5 tracked 1 ['trækt] adj.有履带的 v.[计][电子]跟踪，追踪（track的过去式）

476 train 1 [trein] n.火车；行列；长队；裙裾 v.培养；训练；瞄准 n.(Train)人名；(英)特雷恩；(法)特兰；(意)特拉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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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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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9 translated 1 [træns'leɪt] v. 翻译；解释；转移；调动

480 translation 1 [træns'leiʃən, trænz-, trɑ:n-] n.翻译；译文；转化；调任

481 treat 2 [tri:t] vt.治疗；对待；探讨；视为 vi.探讨；请客；协商 n.请客；款待 n.(Treat)人名；(英)特里特

482 triggered 1 ['trigəd] adj.触发的；起动的；有扳机的 v.引起；引爆（trigger的过去分词）；扣…的扳机

483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484 trump 1 [trʌmp] n.王牌；法宝；喇叭 vt.胜过；打出王牌赢 vi.出王牌；吹喇叭 n.(Trump)人名；(英)特朗普

485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486 type 1 [taip] n.类型，品种；模范；样式 vt.打字；测定（血等）类型 vi.打字 n.(Ty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4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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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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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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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4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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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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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3 us 1 pron.我们

4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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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5 users 1 ['juːzəs] n.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.

496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497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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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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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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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0 volleyball 1 ['vɔlibɔ:l] n.排球

501 volunteers 1 英 [ˌvɒlən'tɪə(r)] 美 [ˌvɑ lːən'tɪr] n. 志愿者；(自行生长的)植物 v. (自愿)做

502 wan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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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want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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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4 warm 2 [wɔ:m] adj.温暖的；热情的 vi.同情；激动；变温暖 vt.使…兴奋；使…温暖；使…感兴趣 n.取暖；加热 n.(Warm)人名；
(英)沃姆；(德)瓦姆

505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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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7 w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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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8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509 weekend 1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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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1 w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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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2 when 1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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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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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5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516 w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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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7 with 10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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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8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19 wor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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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20 world 5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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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worse 1 [wə:s, 'wə:s] adj.更坏的；更差的；更恶劣的（bad的比较级）；（病情）更重的（ill的比较级） adv.更糟；更坏；更恶劣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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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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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5 wrapping 1 ['ræpiŋ] n.包装纸，包装材料 adj.包装用的 v.裹住（wrap的ing形式）

526 wrestling 1 ['resliŋ] n.摔跤；扭斗 v.摔跤；格斗（wrestle的ing形式）；与…摔跤；使劲移动

527 year 7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528 years 2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529 yes 4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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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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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2 zack 3 [zæk] n.六便士之硬币 n.(Zack)人名；(英)扎克；(瑞典)萨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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