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11-30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le 2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2 abolished 1 英 [ə'bɒlɪʃ] 美 [ə'bɑ lːɪʃ] vt. 废除；革除；消灭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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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hieved 1 [ə'tʃiː vd] adj. 获得的；达到的；实现的 动词achie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 acuity 1 [ə'kju:əti] n.敏锐；尖锐；剧烈

6 Adams 1 ['ædəmz] n.亚当斯（姓氏）

7 advantage 2 [əd'vɑ:ntidʒ, əd'væn-] n.优势；利益；有利条件 vi.获利 vt.有利于；使处于优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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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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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11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2 air 2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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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lert 1 [ə'lə:t] vt.警告；使警觉，使意识到 adj.警惕的，警觉的；留心的 n.警戒，警惕；警报 n.(Alert)人名；(西)阿莱尔特

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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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lready 2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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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mongst 1 [ə'mʌŋst] prep.在…之中；在…当中（等于among）

19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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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nd 3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2 answer 1 ['ɑ:nsə, 'æn-] vt.回答；符合 vi.回答；符合 n.回答；答案；答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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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r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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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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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rrives 1 [ə'raɪv] vi. 到达；到来；成功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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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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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 attend 1 [ə'tend] vt.出席；上（大学等）；照料；招待；陪伴 vi.出席；致力于；照料；照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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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wesome 2 [英['ɔː s(ə)m] 美['ɔsəm]] adj.令人敬畏的；使人畏惧的；可怕的；极好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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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b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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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balloons 1 [bə'luːn] n. 气球；球状物 vt. 使膨胀 vi. 乘气球飞行；激增；如气球般膨胀 adj. 气球状的

35 Baptist 2 ['bæptist] n.浸信会教友；施洗者约翰，施洗者

36 Barbadian 2 [bɑ:'beidiən] n.巴贝多；巴贝多人

37 Barbados 9 [bɑ:'beidəuz] n.巴巴多斯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38 barbara 1 ['ba:bərə] n.芭芭拉（女子名）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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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0 be 6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1 beating 1 ['bi:tiŋ] n.打；[纸]打浆；敲打；失败 v.打（beat的ing形式）

42 became 2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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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44 become 2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45 becomes 1 [bɪ'kʌm] v. 变成；成为；变得；适合（某人）；使（人）显得漂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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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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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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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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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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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bett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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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Bexley 2 ['beksli] n.贝克斯利（地名）；碧斯利

53 bi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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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bigger 2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
55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56 bleachers 1 ['bli:tʃəz] n.（美）露天看台；[纺]漂白剂（bleacher的复数形式）

57 blockbuster 1 ['blɔk,bʌstə] n.轰动；巨型炸弹；一鸣惊人者

58 blow 1 [bləu] n.吹；打击；殴打 vi.风吹；喘气 vt.风吹 n.(Blow)人名；(英)布洛

59 body 1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60 boy 1 [bɔi] n.男孩；男人 n.(Boy)人名；(英、德、西、意、刚(金)、印尼、瑞典)博伊；(法)布瓦

61 boys 1 n.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.

62 brea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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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Britain 6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64 British 3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65 brother 1 ['brʌðə] n.兄弟；同事；战友 int.我的老兄！ n.(Brother)人名；(英)布拉泽

66 brotherhood 1 ['brʌðəhud] n.兄弟关系；手足情谊；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念 n.(Brotherhood)人名；(英)布拉泽胡德

67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68 build 2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69 builds 1 [bɪld] v. 建造；开发；创建；逐渐增强 n. 体格；身材

70 built 2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71 burly 1 ['bə:li] adj.结实的；率直的；粗鲁的

72 but 13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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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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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California 2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76 c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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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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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aribbean 3 [kæri'bi(:)ən] adj.加勒比人的；加勒比海的；加勒比语的 n.加勒比海

79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80 case 1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81 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
82 celebrity 1 [si'lebrəti] n.名人；名声

83 ceremonial 1 [,seri'məunjəl] adj.仪式的；正式的，礼仪的 n.仪式，礼节

84 championship 8 ['tʃæmpiənʃip] n.锦标赛；冠军称号；冠军的地位

85 Charles 1 [tʃɑ:lz] n.查尔斯（人名）

86 cheering 1 ['tʃiəriŋ] n.欢呼；喝彩 adj.令人高兴的 v.欢呼（cheer的ing形式）

87 choice 1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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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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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cnn 4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90 coach 2 n.教练；旅客车厢；长途公车；四轮大马车 vt.训练；指导 vi.作指导；接受辅导；坐马车旅行 n.蔻驰（皮革品牌）

91 colonial 1 [kə'ləunjəl] n.殖民地居民 adj.殖民地的，殖民的

92 co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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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completely 1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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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confident 1 ['kɔnfidənt] adj.自信的；确信的

96 constitutional 1 [,kɔnsti'tju:ʃənəl] adj.宪法的；本质的；体质上的；保健的 n.保健散步；保健运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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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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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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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count 1 [kaunt] vt.计算；认为 vi.计数；有价值 n.计数；计算；伯爵 n.(Count)人名；(法、德、南非)伯爵(欧洲贵族头衔)，康特
(人名)

101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102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03 crowd 2 [[kraud] n.群众,一伙;一堆,许多,大众 v.拥挤,挤满,挤进 vt.挤满,将...塞进;催促,催逼 vi.挤,拥挤,聚集

104 cub 1 [kʌb] n.幼兽；不懂规矩的年轻人 vi.生育幼兽

105 cubs 7 ['kʌbz] n. 幼童军，童子军

106 darlings 1 short form for the Darling Ranges of Western Australia 澳大利亚西北达灵山脉的缩写形式

107 deaf 9 [def] adj.聋的

1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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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
110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11 defeated 1 [dɪ'fiː t] n. 挫败；败北 vt. 战胜；击败；使...不能实现

112 definitely 2 ['definitli] adv.清楚地，当然；明确地，肯定地

113 democracy 1 [di'mɔkrəsi] n.民主，民主主义；民主政治

114 designed 1 [di'zaind] adj.有计划的，原意的；故意的 v.设计；计划（design的过去分词）

115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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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disadvantage 1 [disəd'vɑ:ntidʒ] n.缺点；不利条件；损失

118 discussed 1 [dɪs'kʌst] adj. 被讨论的；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19 dismiss 1 vt.解散；解雇；开除；让...离开；不予理会、不予考虑 vi.解散

120 distraught 1 [dis'trɔ:t] adj.发狂的；心烦意乱的

121 d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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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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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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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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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dozen 1 ['dʌzən] n.十二个，一打 adj.一打的

126 dude 1 n.男人，小伙子 n.(Dude)人名；(德、塞)杜德 n.（非正式）花花公子；纨绔子弟

127 during 3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28 ear 2 [iə] n.耳朵；穗；听觉；倾听 vi.（美俚）听见；抽穗 n.(Ear)人名；(柬)伊

129 ears 1 abbr. 电声额定系统(=Electro-Acoustic Rating System)； n. 耳朵（名词ear的复数形式）；【报刊】报头小栏，报耳

130 eastern 1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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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economically 1 [,i:kə'nɔmikəli] adv.经济地；在经济上；节俭地

132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133 electronics 1 [,ilek'trɔniks] n.电子学；电子工业

134 Elizabeth 1 [i'lizəbəθ] n.伊丽莎白（女子名）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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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e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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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ndless 1 ['endlis] adj.无止境的；连续的；环状的；漫无目的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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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
140 established 1 [i'stæbliʃt] adj.确定的；已制定的，已建立的

141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42 even 1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143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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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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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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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expectation 1 [,ekspek'teiʃən] n.期待；预期；指望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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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eyes 1 n.眼睛（eye的复数） n.(Eyes)人名；(英)艾斯

151 faith 2 [feiθ] n.信仰；信念；信任；忠实 n.(Faith)人名；(匈)福伊特；(英)费思，费丝(女名)；(瑞典)法伊特

152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153 fan 1 [fæn] vt.煽动；刺激；吹拂 vi.成扇形散开；飘动 n.迷；风扇；爱好者 n.(Fan)人名；(法、俄)法恩；(柬)方

154 fancy 1 n.幻想；想象力；爱好 adj.想象的；奇特的；昂贵的；精选的 vt.想象；喜爱；设想；自负 vi.幻想；想象 n.(Fancy)人
名；(法)方西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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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feed 1 [fi:d] vt.喂养；供给；放牧；抚养（家庭等）；靠…为生 vi.吃东西；流入 n.饲料；饲养；（动物或婴儿的）一餐

157 feels 2 [fiː l] v. 感觉；觉得；触摸；摸起来；认为；摸索 n. 感觉；触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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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female 4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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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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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fir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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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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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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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football 5 ['fut,bɔ:l] n.足球，橄榄球 vi.踢足球；打橄榄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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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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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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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from 5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70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171 funded 1 [fʌnd] n. 基金 vt. 资助；转为（长期贷款）

172 gam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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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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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4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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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 gets 2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176 getting 1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177 g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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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8 go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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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good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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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go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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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governing 2 ['gʌvəniŋ] adj.有统治、控制或治理权力的 v.统治（govern的ing形式）；支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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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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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growing 1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185 grubbing 1 [ɡ'rʌbɪŋ] 除根,挖除伐根

186 gun 3 n.枪支；枪状物；持枪歹徒 vi.用枪射击；加大油门快速前进 vt.向…开枪；开大油门 n.(Gun)人名；(瑞典)贡；(英)冈；
(俄、意)古恩

187 guns 1 ['ɡʌnz] 枪炮

188 guys 1 [ɡaɪ] n. 家伙；(男)人 n. 拉索；牵索 vt. 嘲笑

189 ha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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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90 half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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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halftime 3 [,hɑ:f'taim, 'ha:f-] n.中场休息；半日工作 adj.正常时间一半的

192 handled 1 adj.有把手的；有把柄的 v.使用；负责；触摸；指挥（handle的过去分词）

193 hands 1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
194 ha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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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hav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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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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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havoc 1 ['hævək] n.大破坏；浩劫；蹂躏 vt.严重破坏 vi.损毁 n.(Havoc)人名；(英)哈沃克

198 h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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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head 2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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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hearing 2 ['hiəriŋ] n.听力；审讯，听讯 v.听见（hear的ing形式） n.(Hearing)人名；(英)希尔林

202 heartwarming 1 ['hɑ:t,wɔ:miŋ] adj.感人的；暖人心房的

203 heir 1 [εə] n.[法]继承人；后嗣；嗣子

204 here 3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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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higher 1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207 his 4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08 historians 1 [hɪs'tɔː riənz] 历史学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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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history 3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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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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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honestly 1 ['ɔnistli] adv.真诚地；公正地

214 hook 1 [huk] n.挂钩，吊钩 vt.钩住；引上钩 vi.钩住；弯成钩状 n.(Hook)人名；(德、荷)霍克；(英)胡克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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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217 huddling 1 ['hʌdl] vt.把...挤在一起；使缩成一团；草率了事 vi.蜷缩；挤作一团 n.拥挤；混乱；杂乱一团 n.(Huddle)人名；(英)赫
德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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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iced 1 [aist] adj.冰冻的；冰冷的；装冰的

219 if 5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20 II 1 abbr.微光（ImageIntensification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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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in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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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23 inaudible 4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
224 incentive 1 [in'sentiv] n.动机；刺激 adj.激励的；刺激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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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independence 2 [,indi'pendəns] n.独立性，自立性；自主

227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228 interpreter 1 [in'tə:pritə] n.解释者；口译者；注释器

229 into 1 ['intu:, -tu, -tə] prep.到…里；深入…之中；成为…状况；进入到…之内 n.(Into)人名；(芬、英)因托

230 is 2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31 island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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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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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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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35 jus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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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keep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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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key 1 [ki:] n.（打字机等的）键；关键；钥匙 vt.键入；锁上；调节…的音调；提供线索 vi.使用钥匙 adj.关键的 n.(Key)人名；
(英)基；(德、荷、瑞典)凯

238 kids 3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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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kin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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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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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ladder 1 ['lædə] n.阶梯；途径；梯状物 vi.成名；发迹 vt.在……上装设梯子

243 language 5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244 laughing 2 ['lɑ:fiŋ, 'læf-] adj.可笑的；高兴的；带笑的 n.笑；笑声 v.笑（laugh的ing形式）

245 leaders 1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246 learned 1 ['lə:nid] adj.博学的；有学问的；学术上的 n.(Learned)人名；(英)勒尼德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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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lesson 2 ['lesən] n.教训；课 vt.教训；上课

249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250 lies 1 [laɪ] v. 躺下；位于；在于；平放；存在；延伸；说谎 n. 谎言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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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limping 2 ['lɪmpɪŋ] n. 跛行；蹒跚 动词limp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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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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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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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lose 1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
257 lost 2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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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lousy 1 ['lauzi] adj.讨厌的；多虱的；污秽的；极坏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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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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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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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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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male 11 [meil] adj.男性的；雄性的；有力的 n.男人；雄性动物 n.(Male)人名；(柬)马尔；(意、西、塞)马莱；(英)梅尔

264 malleus 1 ['mæliəs] n.[解剖]锤骨 n.(Malleus)人名；(芬)马莱乌斯

265 mammal 1 ['mæməl] n.[脊椎]哺乳动物

266 ma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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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7 manufacturing 1 [,mænju'fæktʃəriŋ] adj.制造的；制造业的 n.制造业；工业 v.制造；生产（manufactur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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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margin 2 ['mɑ:dʒin] n.边缘；利润，余裕；页边的空白 vt.加边于；加旁注于 n.(Margin)人名；(俄、意)马尔金

270 mason 1 ['meisən] n.泥瓦匠；共济会会员（等于freemason） vt.用砖瓦砌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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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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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maybe 2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2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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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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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276 media 2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277 MIA 1 ['mi:ə] abbr.战斗中失踪的（MissingInAction）

278 Michael 1 ['maikəl] n.迈克尔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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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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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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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mods 1 [mɔdz] abbr.载人的轨道研究站（mannedorbitaldevelopmentstation）

283 mom 1 [mɔm] n.妈妈 n.(Mom)人名；(柬)蒙

284 monarch 1 ['mɔnək, -ɑ:k] n.君主，帝王；最高统治者

285 monarchy 2 ['mɔnəki] n.君主政体；君主国；君主政治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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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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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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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mottley 1 n. 莫特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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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movie 1 ['mu:vi] n.电影；电影院；电影业 adj.电影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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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muc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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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nam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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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296 nativ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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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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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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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nefarious 2 [ni'fεəriəs] adj.邪恶的；穷凶极恶的；不法的

301 nerf 8 [nə:f] vi.（把汽车拆卸减重后举行的短程高速驾驶比赛中）冲撞别的汽车 n.(Nerf)人名；(瑞典)内尔夫

302 nerfs 1 [nə:f] vi.（把汽车拆卸减重后举行的短程高速驾驶比赛中）冲撞别的汽车 n.(Nerf)人名；(瑞典)内尔夫

303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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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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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5 next 3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306 nice 1 [nais] adj.精密的；美好的；细微的；和蔼的 n.(Nice)人名；(英)尼斯

307 nick 2 [nik] vt.刻痕于；挑毛病；用刻痕记 n.刻痕；缺口 vi.刻痕；狙击

308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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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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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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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uts 1 [nʌts] adj.发狂的；热衷的；狂热的 int.胡说；呸 n.坚果；螺母（nut的复数）；核心 v.采坚果；用头撞（nut的三单形式）

314 odds 1 [ɔdz] n.几率；胜算；不平等；差别

315 of 1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16 off 2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317 officially 2 [ə'fiʃəli] adv.正式地；官方地；作为公务员

318 often 2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319 oh 1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
320 Ohio 1 [əu'haiəu] n.俄亥俄州（美国一个州）

321 O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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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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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o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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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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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opponents 3 [ə'pəʊnənts] 对手

326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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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orchestra 1 ['ɔ:kistrə, -kes-] n.管弦乐队；乐队演奏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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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our 6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30 ou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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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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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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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paintball 1 ['peintbɔ:l] n.彩弹球；漆弹游戏

334 pants 1 n.裤子

335 parliamentary 1 [,pɑ:lə'mentəri] adj.议会的；国会的；议会制度的

336 par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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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parting 1 ['pɑ:tiŋ] n.分手；分离；分界点 adj.离别的；分开的；逝去的 v.分开；断裂；离去（part的ing形式） n.(Parting)人名；
(德、瑞典)帕尔廷

338 parts 3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339 past 2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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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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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pinna 1 ['pinə] n.羽片；耳廓；鳍及相当的器官 n.(Pinna)人名；(俄、英、德、西、意)平娜(女名)，平纳

343 plantations 1 [plæn'teɪʃnz] 种植园股票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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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played 1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346 player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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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7 plays 4 [pleɪ] v. 玩；比赛；（在运动队中）担当；派...出场；带；踢；击（球）；走（棋子）；出牌；演奏；播放；扮演；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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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；上演；发挥（作用）；应付；处理；掠过；浮现；使轻快地活动；（喷泉）喷涌；做游戏 n. 游戏；戏剧；比赛；发挥
作用；玩笑；间隙；闪烁；闪现

348 plywood 1 ['plaiwud] n.夹板，胶合板

349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350 points 1 [英[pɒɪnts] 美[pɔints]] n.点；目的（point的复数）；见解 v.指引；瞄准（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oints)人名；(英)波因
茨

351 possibly 1 ['pɔsəbli] adv.可能地；也许；大概

352 pounds 1 [paʊnd] n. 磅；英镑 n. （汽车）扣押所；宠物收留所 vt. 捣碎；敲打；连续猛击 vi. 咚咚地走；怦怦地响

353 power 2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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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practice 2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356 practiced 1 ['præktist] adj.熟练的；有经验的；老练的（等于practised）

357 prepared 1 adj.准备好的 v.准备（prepare的过去分词）

358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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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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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prince 1 [prins] n.王子，国君；亲王；贵族 n.(Prince)人名；(英、葡)普林斯；(法)普兰斯；

362 printed 1 adj.印刷的；印花样的；已印好的 v.[印刷]印刷；出版（print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）；铭记

363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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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366 producers 2 生产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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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program 1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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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proud 2 [praud] adj.自豪的；得意的；自负的 n.(Proud)人名；(英)普劳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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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proved 1 [p'ruːvd] v. 证明(证明是；检验；勘探；证明；试印)

373 public 1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374 purportedly 1 [pə:'pɔ:tidli, 'pə:p-, 'pə:pət-] adv.据称，据称地

375 quarter 1 ['kwɔ:tə] n.四分之一；地区；季度；一刻钟；两角五分；节 vi.住宿；驻扎 vt.将…四等分；供某人住宿 num.四分之一

376 quarterback 1 ['kwɔ:təbæk] n.橄榄球的四分卫 vt.（以四分卫）指挥进攻；领导；操纵 vi.（橄榄球中）担任四分卫

377 quee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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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379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380 rally 1 ['ræli] vi.团结；重整；恢复；（网球等）连续对打 vt.团结；集合；恢复健康、力量等 n.集会；回复；公路赛车会 n.
(Rally)人名；(罗)拉利

381 re 15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382 reached 1 到达

383 reaching 1 [riː tʃ] v. 到达；伸出；达成；取得联系；延伸；（伸手）去够 n. 范围；影响力；河段；等级

384 read 1 [ri:d] vt.阅读；读懂，理解 vi.读；读起来 n.阅读；读物 adj.有学问的 n.(Read)人名；(英)里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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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387 regular 2 ['regjulə] adj.定期的；有规律的；合格的；整齐的；普通的 n.常客；正式队员；中坚分子 adv.定期地；经常地 n.
(Regular)人名；(以)雷古拉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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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8 removing 2 [riː 'muːvɪŋ] n. 消除；排除；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89 replaced 1 [rɪ'pleɪsd] adj. 被替换的 动词re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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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1 republic 3 [ri'pʌblik] n.共和国；共和政体

392 returns 1 [rɪ'tɜːnz] n. 报告；统计表；研究成果 名词return的复数形式.
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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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riverside 1 ['rivəsaid] n.河边；河畔 adj.河畔的

395 role 2 [rəul] n.角色；任务 n.(Ro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赤几)罗莱

3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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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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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said 3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
拉伯)赛义德

3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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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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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school 6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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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scored 1 [skɔː d] adj. 有伤纹的；刮伤的；折叠的 动词sc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04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405 season 4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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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seat 1 [si:t] n.座位；所在地；职位 vt.使…坐下；可容纳…的；使就职

408 second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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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secret 1 ['si:krit] n.秘密；秘诀；机密 adj.秘密的；机密的 n.(Secret)人名；(法)塞克雷

410 se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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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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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sell 1 [sel] vt.销售；推销；出卖；欺骗 vi.卖；出售；受欢迎；有销路 n.销售；失望；推销术 n.(Sell)人名；(德)泽尔；(英、芬、
瑞典)塞尔

413 seniors 1 ['siː njəz] n. 上级；老人 名词senior的复数形式.

414 settlement 1 ['setlmənt] n.解决，处理；[会计]结算；沉降；殖民

415 shared 1 英 [ʃeəd] 美 [ʃerd] adj. 共享的；共用的 v. 分享，共享；分配；共有（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16 shellacking 1 [ʃə'lækiŋ] n.殴打；彻底击败

417 ship 1 [ʃip] vt.运送，乘船；以船运送 vi.上船；乘船旅行；当船员 n.船；舰；太空船 n.(Ship)人名；(中)摄(广东话·威妥玛)

418 shooting 1 ['ʃu:tiŋ] n.射击；打猎；摄影；射门 v.射击（shoo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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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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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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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sidelined 1 ['saɪdlaɪn] n. (球场)边线；副业；附带出售的商品 v. 使退出比赛；把…排挤在核心之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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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site 1 [sait] n.地点；位置；场所 vt.设置；为…选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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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6 slavery 1 n.奴役；奴隶制度；奴隶身份

427 slaves 1 [sleɪv] n. 奴隶；像奴隶般受制的人；【机】从动装置 v. 做苦工；做奴隶；拼命干

4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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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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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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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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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稍微

431 son 1 [sʌn] n.儿子；孩子（对年轻人的称呼）；男性后裔 n.(Son)人名；(土、老、柬)松；(法、罗)索恩；(日)存(名)；(日)孙
(姓)；(越)山

4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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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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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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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5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436 sparks 1 [spa:ks] n.（船或飞机上的）无线电通信师

437 spot 1 [spɔt] n.地点；斑点 vt.认出；弄脏；用灯光照射 vi.沾上污渍；满是斑点 adj.现场的；现货买卖的 adv.准确地；恰好

438 standing 1 ['stændiŋ] adj.长期的；直立的；固定的 n.站立；持续；身分 v.站立；坚持不变；坐落于（stand的ing形式） n.
(Standing)人名；(英)斯坦丁；(德)施坦丁

439 stapes 1 ['steipi:z] n.[解剖]镫骨

440 stars 1 [stɑ:z] n. 星星，明星（star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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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startling 1 ['stɑ:tliŋ] adj.令人吃惊的

443 sta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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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4 status 2 n.地位；状态；情形；重要身份

445 st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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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6 stock 2 n.股份，股票；库存；血统；树干；家畜 adj.存货的，常备的；平凡的 vt.进货；备有；装把手于… vi.囤积；办货；出
新芽 n.(Stock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施托克；(英、法、葡、瑞典)斯托克

447 story 2 ['stɔ:ri] n.故事；小说；新闻报道；来历；假话 vt.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.说谎 n.(Story)人名；(英)斯托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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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9 stunk 1 [stʌŋk] n.恶臭，异味；丑闻；讨厌的人 v.发出恶臭；惹人讨厌；质量极差（stink的过去分词）

450 suddenly 1 ['sʌdnli] adv.突然地；忽然

451 sugar 2 ['ʃugə] n.糖；食糖；甜言蜜语 vt.加糖于；粉饰 vi.形成糖 n.(Sugar)人名；(英)休格

452 symbolic 2 [sim'bɔlik] adj.象征的；符号的；使用符号的

4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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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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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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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6 talking 1 ['tɔ:kiŋ] adj.说话的，多嘴的；有表情的 n.讲话，谈论 v.谈论；讲话（talk的ing形式） n.(Talking)人名；(英)托金

457 tank 1 [tæŋk] n.坦克；水槽；池塘 vt.把…贮放在柜内；打败 vi.乘坦克行进 n.(Tank)人名；(德、土、阿塞、土库、挪)汤克

458 tatum 2 ['teitəm] n.塔特姆（姓氏）

459 taught 1 [tɔ:t] v.教授（teach的过去分词）

460 team 10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461 teams 2 [tiː m] n. 队；组 v. 使相配；使合作；结成一队 adj. 团队的

462 tha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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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that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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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4 the 65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465 their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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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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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then 3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468 there 6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469 these 5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470 they 1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71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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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2 think 4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473 this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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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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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5 throne 1 [θrəun] n.王座；君主；王权 vi.登上王座 vt.使登王位 n.(Throne)人名；(瑞典)特罗内；(英)特罗恩

476 through 1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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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8 tickets 1 ['tɪkɪt] n. 票；券；标签；罚单；候选人名单 vt. 加标签于；售票；开罚单；检票，查验票证

479 ti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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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0 times 2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481 to 3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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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82 today 3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4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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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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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5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486 touchdown 1 ['tʌtʃdaun] n.着陆，降落；触地；触地得分

487 touchdowns 1 n.触地得分( touchdown的名词复数 ); <空>着陆，降落

488 tourism 1 ['tuərizəm] n.旅游业；游览

489 to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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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toys 1 ['tɔɪz] n. 玩具 名词toy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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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2 transition 1 [træn'siʒən, -'ziʃən, trɑ:n-] n.过渡；转变；[分子生物]转换；变调

493 translated 14 [træns'leɪt] v. 翻译；解释；转移；调动

494 traveled 1 ['trævəld] adj.富有旅行经验的；旅客多的；旅客使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过去分词）

495 tree 2 [tri:] n.树；木料；树状物 vt.把...赶上树 vi.爬上树；逃上树 n.(Tree)人名；(英)特里

496 trevon 1 n. 特雷文

497 trivia 2 ['triviə] n.琐事

498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499 turn 1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500 TV 1 ['ti:'vi:] abbr.电视（television）

501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02 typically 2 ['tipikəli] adv.代表性地；作为特色地

5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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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4 underestimated 1 [ˌʌndər'estɪmeɪt] n. 低估 v. 低估

505 understand 1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506 unidentified 15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507 uninhabited 1 ['ʌnin'hæbitid] adj.无人居住的，杳无人迹的

508 unlike 1 [,ʌn'laik] adj.不同的，不相似的 prep.和…不同，不像

509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5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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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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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2 us 6 pron.我们

513 u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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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4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515 Valencia 1 [və'lenʃiə] n.巴伦西亚（西班牙城市）

516 ve 7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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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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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8 vibe 1 [vaib] n.气氛，氛围 n.(Vibe)人名；(挪)维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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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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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1 viewed 1 [vjuːd] adj. 检查过的 动词vie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522 visual 1 ['vizjuəl] adj.视觉的，视力的；栩栩如生的

523 voice 2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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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5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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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6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27 watch 2 [wɔtʃ, wɔ:tʃ] vt.观察；注视；看守；警戒 n.手表；监视；守护；值班人 vi.观看，注视；守侯，看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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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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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0 watt 14 [wɔt] n.瓦特 n.(Watt)人名；(英、葡)瓦特

531 waving 1 [weɪvɪŋ] n. 挥手；起伏 adj. 波浪状的 动词wave的现在分词.

5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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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we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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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4 wealth 1 [welθ] n.财富；大量；富有

535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536 weighs 1 [weɪ] v. 衡量；称(重量)；重达 ...

537 welcome 1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
5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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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9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540 what 7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
541 whenever 1 [hwen'evə, hwən-] conj.每当；无论何时 adv.不论何时；随便什么时候

5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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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544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5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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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6 wi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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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47 winn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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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8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5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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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0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51 worked 2 [wə:kt] adj.处理过的；制造好的；耕种过的 v.工作（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52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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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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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5 wreak 1 vt.发泄；报仇；造成（巨大的破坏或伤害）

556 year 4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557 yes 4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558 you 18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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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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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1 zip 1 n.拉链；活力，精力；尖啸声，撕裂声；一种程序压缩的档案文件格式 n.(Zip)兹普（人名） vi.拉开或拉上；以尖啸声行
进 vt.给...以速度；拉上或拉开拉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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