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12-09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78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5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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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3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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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of 3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and 3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6 that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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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is 2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it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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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this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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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we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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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for 1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2 president 16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3 giant 15 ['dʒaiənt] n.巨人；伟人；[动]巨大的动物 adj.巨大的；巨人般的

14 as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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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bu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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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Russia 14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17 with 1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8 biden 13 n. 拜登(姓氏)

19 panda 13 ['pændə] n.熊猫；猫熊 n.(Panda)人名；(印、塞)潘达

20 Ukraine 12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21 species 11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22 they 11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3 ar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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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china 10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25 On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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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you 10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27 collins 9 ['kɔlinz] n.柯林斯（姓氏名）；柯林斯酒

28 mo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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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not 9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0 pandas 9 ['pændəz] 熊猫（panda的复数形式）

31 Putin 9 ['putin] n.普京（人名）

32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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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35 Russian 8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36 at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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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 other 7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38 ca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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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cnn 6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40 did 6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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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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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if 6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43 like 6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44 no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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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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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Sullivan 6 ['sʌlivən] n.沙利文，苏利文（人名）

47 their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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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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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when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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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51 down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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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has 5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
53 h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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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national 5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55 ou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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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protecting 5 [prə'tektiŋ] adj.保护的；防护的 v.保护；防护（protect的ing形式）

57 today 5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58 wan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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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what 5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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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ab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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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biodiversity 4 [,baiəudai'və:səti] n.生物多样性

63 border 4 ['bɔ:də] n.边境；边界；国界 vt.接近；与…接壤；在…上镶边 vi.接界；近似 n.(Border)人名；(英)博德

64 Chinese 4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65 clip 4 n.（塑料或金属的）夹子；回纹针；修剪；剪报 vt.剪；剪掉；缩短；给…剪毛（或发）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
某物上 vi.剪；修剪；剪下报刊上的文章（或新闻、图片等）；迅速行动；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某物上

66 country 4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乐
的

67 culver 4 ['kʌlvə] n.斑鸠 n.(Culver)人名；(英)卡尔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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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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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0 known 4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71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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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onl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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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part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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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re 4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75 these 4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76 Ukrainian 4 [ju:'kreiniən; -'krai-] adj.乌克兰的；乌克兰人的 n.乌克兰人；乌克兰语

77 united 4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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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administration 3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80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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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along 3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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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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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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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85 Chengdu 3 成都

86 conservation 3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
87 countries 3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88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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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end 3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90 endangered 3 [in'deindʒəd] adj.濒临灭绝的；有生命危险的

91 European 3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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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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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goral 3 ['gɔ:rəl] n.喜马拉雅斑羚

95 hig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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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97 huawei 3 华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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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Joe 3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100 ju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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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long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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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2 look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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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mad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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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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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months 3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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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nation 3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108 native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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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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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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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12 possible 3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113 protect 3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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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Sichuan 3 ['si:tʃwɑ:n] n.四川省

116 skydiving 3 ['skai,daiviŋ] n.跳伞运动（由飞机跳下时先自由坠落一段时间后再张开降落伞的） v.空中杂技跳伞（skydive的现在分
词）

117 s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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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spee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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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States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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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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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support 3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122 system 3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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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3 than 3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
后）；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124 troops 3 n.[军]部队；[军]军队（troop的复数形式）

125 Vladimir 3 ['vlædimə] n.弗拉基米尔（古罗斯弗拉基米尔-苏兹达里公国的古都）

1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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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wild 3 [waild] adj.野生的；野蛮的；狂热的；荒凉的 n.荒野 adv.疯狂地；胡乱地 n.(Wild)人名；(英)怀尔德；(法、德、葡、捷、
匈)维尔德

128 wor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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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9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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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ahe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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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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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alliance 2 [ə'laiəns] n.联盟，联合；联姻

134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135 Asian 2 ['eiʃən] n.亚洲人 adj.亚洲的；亚洲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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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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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before 2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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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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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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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breeding 2 ['bri:diŋ] n.繁殖；饲养；教养；再生 v.生产；培育；使…繁殖（breed的ing形式） n.(Breeding)人名；(英)布里丁

143 businessman 2 ['biznismæn] n.商人

144 c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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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closer 2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
146 consequences 2 影响效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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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could 2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49 cuddly 2 ['kʌdli] adj.令人想拥抱的；喜欢搂搂抱抱的；逗人喜爱的

150 decades 2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
151 diplomacy 2 [di'pləuməsi] n.外交；外交手腕；交际手段

1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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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d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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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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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ecosystem 2 ['i:kəu,sistəm, 'ekəu-] n.生态系统

156 efforts 2 ['efəts] 努力

157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58 ey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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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forest 2 ['fɔrist] vt.植树于，使成为森林 n.森林 n.(Forest)人名；(法)福雷；(英、西)福雷斯特

160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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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2 habitat 2 ['hæbitæt] n.[生态]栖息地，产地 n.(Habitat)人名；(德)哈比塔特

163 h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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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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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heads 2 [hedz] adj.正面朝上的 n.(Heads)人名；(英)黑兹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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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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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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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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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hou 2 n. 霍(在丹麦；东经 10º23' 北纬 57º04')

170 hour 2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
171 including 2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172 increa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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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international 2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174 invades 2 [ɪn'veɪd] v. 侵略；拥入；侵害；侵扰

175 jump 2 [dʒʌmp] n.跳跃；暴涨；惊跳 vt.跳跃；使跳跃；跳过；突升 vi.跳跃；暴涨；猛增 n.(Jump)人名；(英)江普

176 lakenheath 2 n. 莱肯希思(在英国；东经 0º31' 北纬 52º25')

177 list 2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178 looking 2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179 Miles 2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180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81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82 Obama 2 n. 巴拉克- 奥巴马(1961-)；美国第44任总统(2009-)

183 once 2 [wʌns] adv.一次；曾经 conj.一旦 n.一次，一回

184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85 park 2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
186 Parks 2 n.帕克斯（人名）

187 penalties 2 ['penəlti] n. 处罚；惩罚；不利；罚球

188 per 2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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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prepared 2 adj.准备好的 v.准备（prepare的过去分词）

191 prevent 2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192 province 2 ['prɔvins] n.省；领域；职权

193 range 2 n.范围；幅度；排；山脉 vi.（在...内）变动；平行，列为一行；延伸；漫游；射程达到 vt.漫游；放牧；使并列；归类
于；来回走动

194 ready 2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195 red 2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
196 rong 2 n.荣（汉语拼音） n.(Rong)人名；(泰、柬)龙

197 security 2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198 six 2 [siks] num.六，六个 n.六，六个 n.(Six)人名；(法、德)西克斯

199 solutions 2 [sə'lu ʃːnz] n. 解答

200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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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spok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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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stakes 2 [s'teɪks] n. 赌注；股份 名词stake的复数形式.

203 tailed 2 [teild] adj.有…尾的；去掉尾的 v.尾随（tail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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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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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tech 2 [tek] n.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.技术（technology）；技术员（technician） n.(Tech)人名；(柬)德

207 technology 2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208 t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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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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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伯)塔勒

209 tensions 2 ['tenʃn] n. 紧张；拉力；张力；紧张状态；[电]电压 vt. 使拉紧；使绷紧

210 thanks 2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211 things 2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212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213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214 topic 2 ['tɔpik] n.主题（等于theme）；题目；一般规则；总论

215 translated 2 [træns'leɪt] v. 翻译；解释；转移；调动

216 tr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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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218 wat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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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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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ab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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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academy 1 [ə'kædəmi] n.学院；研究院；学会；专科院校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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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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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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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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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adding 1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227 advisor 1 [əd'vaizə] n.顾问；指导教师；劝告者

228 Africa 1 ['æfrikə] n.非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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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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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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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ahimsa 1 [ə'himsɑ:] n.不杀生；非暴力主义 n.(Ahimsa)人名；(印尼)阿欣萨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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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alignment 1 [ə'lainmənt] n.队列，成直线；校准；结盟

235 ally 1 [英 [ˈælaɪ] 美 [ˈælaɪ]] n.同盟国；伙伴；同盟者；助手 vt.使联盟；使联合 vi.联合；结盟 n.(Ally)人名；(巴基)阿利；(法)阿
利；(英)艾丽(女子教名Alice的简称)；(尼日利)阿利

236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237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238 amid 1 [ə'mid] prep.在其中，在其间 n.(Amid)人名；(法、阿拉伯)阿米德

239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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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angle 1 vi.钓鱼；谋取 n.角度，角，方面

242 annex 1 [ə'neks, 'æneks] vt.附加；获得；并吞 n.附加物；附属建筑物

243 annexed 1 [ə'nekst] [法] 附加的, 附属的

244 anoth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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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antelope 1 ['æntiləup] n.羚羊；羚羊皮革

246 anyway 1 ['eniwei] adv.无论如何，不管怎样；总之

247 app 1 [æp] abbr.应用（Application）；穿甲试验（ArmorPiercingProof） n.(App)人名；(英)阿普

248 approachable 1 [ə'prəutʃəbl] adj.亲切的；可接近的

249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250 Australia 1 [ɔ'streiljə] n.澳大利亚，澳洲

251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252 ba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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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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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3 backs 1 n.后背，脊背；后卫（back的复数形式） v.后退（back的三单形式） n.(Backs)人名；(德)巴克斯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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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5 batch 1 [bætʃ] n.一批；一炉；一次所制之量 vt.分批处理 n.(Batch)人名；(英)巴奇

256 bear 1 vt.结果实，开花（正式） vt.忍受；承受；具有；支撑 n.熊 n.(Bear)人名；(英)贝尔

257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258 beloved 1 [bi'lʌvid, -'lʌvd] adj.心爱的；挚爱的 n.心爱的人；亲爱的教友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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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bi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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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1 black 1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262 blocking 1 ['blɔkiŋ] n.阻塞；封闭；大块 v.阻塞（block的ing形式）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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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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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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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cameras 1 ['kæmərəz] 照相机； 暗箱； 摄像机； 摄影机

267 Campos 1 n.热带草原 n.(Campos)人名；(法、西、葡、英)坎波斯

268 care 1 [kεə] n.关怀；照料；谨慎；忧虑 vi.照顾；关心；喜爱；顾虑 vt.在意；希望或喜欢 n.(Care)人名；(英)凯尔；(塞)察蕾

269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270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271 centuries 1 ['sentʃərɪz] n. 世纪 名词century的复数形式.

272 century 1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273 chooses 1 [tʃuːz] v. 选择；决定

274 chute 1 [ʃu:t] n.瀑布；斜槽；降落伞；陡坡道 n.(Chute)人名；(法)许特；(英、西)丘特

275 clarity 1 ['klærəti] n.清楚，明晰；透明 n.(Clarity)人名；(英)克拉里蒂

276 clean 1 [kli:n] adj.清洁的，干净的；清白的 vt.使干净 vi.打扫，清扫 adv.完全地 n.打扫 n.(Clean)人名；(英)克林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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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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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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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cloud 1 [klaud] n.云；阴云；云状物；一大群；黑斑 vt.使混乱；以云遮敝；使忧郁；玷污 vi.阴沉；乌云密布 n.(Cloud)人名；
(法)克卢；(英)克劳德

281 clouds 1 [k'laʊdz] n. 云；烟云 名词cloud的复数形式.

282 combative 1 ['kɔmbətiv] adj.好战的；好事的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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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commitments 1 [kə'mɪtmənts] n. 约定；承诺 名词commitment的复数形式.

285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286 concessions 1 [kən'seʃənz] n. (票价)优惠；让步；特许权 名词concess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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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considered 1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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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coup 1 [ku:] n.政变；妙计；出乎意料的行动；砰然的一击 vt.使…颠倒；使…倾斜 vi.推倒；倾斜；溢出 n.(Coup)人名；(法)库普

2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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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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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3 created 1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294 creatures 1 ['kriː tʃəz] n. 生物（creature的复数形式）

295 crested 1 ['krestid] adj.有羽冠的；有顶饰的；有饰章的 v.在…上加顶饰（crest的过去分词） n.(Crested)人名；(英)克雷斯蒂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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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6 Crimea 1 [krai'miə] n.克里米亚；克里米亚半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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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critical 1 ['kritikəl] adj.鉴定的；[核]临界的；批评的，爱挑剔的；危险的；决定性的；评论的

299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300 crystal 1 ['kristəl] n.结晶，晶体；水晶；水晶饰品 adj.水晶的；透明的，清澈的 n.(Crystal)人名；(英)克里斯特尔，克丽丝特尔
(女名)

301 culturally 1 ['kʌltʃərəli] adv.从文化角度，文化意义上；在人文学方面

302 cute 1 [kju:t] adj.可爱的；漂亮的；聪明的，伶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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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dangerous 1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305 dare 1 [dεə] n.挑战；挑动 vt.敢冒；不惧 vi.敢；胆敢 n.(Dare)人名；(英)戴尔；(意)达雷

306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307 David 1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308 dear 1 [diə] adj.亲爱的；尊敬的；昂贵的 adv.高价地；疼爱地 int.哎呀 n.亲爱的人 n.(Dear)人名；(英、西)迪尔

309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310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311 defense 1 [di'fens] n.防卫，防护；防御措施；防守 vt.谋划抵御

312 definitely 1 ['definitli] adv.清楚地，当然；明确地，肯定地

313 delicate 1 ['delikət] adj.微妙的；精美的，雅致的；柔和的；易碎的；纤弱的；清淡可口的

314 demands 1 英 [dɪ'mɑːnd] 美 [dɪ'mænd] n. 要求；需求 v. 要求；查问；需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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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deputy 1 ['depjuti] n.代理人，代表 adj.副的；代理的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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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18 despite 1 [di'spait] prep.尽管，不管 n.轻视；憎恨；侮辱

319 detect 1 [di'tekt] vt.察觉；发现；探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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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development 1 [di'veləpmənt] n.发展；开发；发育；住宅小区（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）；[摄]显影

322 digital 1 ['didʒitəl] adj.数字的；手指的 n.数字；键

323 director 1 [di'rektə] n.主任，主管；导演；人事助理 n.(Director)人名；(英)迪雷克托

324 dive 1 ['di:vei, daiv] vi.潜水；跳水；俯冲；急剧下降 n.潜水；跳水；俯冲；扑 n.(Dive)人名；(法)迪夫

325 divided 1 [di'vaidid] adj.分裂的；分开的；有分歧的 v.分开（divide的过去分词）；分离

326 drink 1 [driŋk] vt.喝，饮；吸收；举杯庆贺 vi.喝酒；饮水；干杯 n.酒，饮料；喝酒

327 drive 1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328 drones 1 英 [drəʊn] 美 [droʊn] n. 雄蜂；游手好闲者；无人驾驶飞机 n. 嗡嗡声；单调的声音 vi. 嗡嗡叫；混日子 vt. 单调低沉地说

329 drops 1 [drɒps] n. 珠；滴剂（名词drop的复数形式） v. 滴，滴下，滴落（动词dr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30 dwindling 1 减少 变小 退化 使减少（dwindle的现在分词）

331 ecologically 1 [ikə'lɔdʒikəli] adv.从生态学的观点看

332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333 ecosystems 1 生态系统

334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335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336 elephants 1 ['elifənts] n.大象（elephant的复数）

337 encroaching 1 英 [ɪn'krəʊtʃɪŋ] 美 [ɪn'kroʊtʃɪŋ] adj. 渐渐渗入的 动词encroach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38 equally 1 ['i:kwəli] adv.同样地；相等地，平等地；公平地

339 equipment 1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340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341 expand 1 [ik'spænd] vt.扩张；使膨胀；详述 vi.发展；张开，展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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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2 expensive 1 [ik'spensiv] adj.昂贵的；花钱的

343 experts 1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344 extend 1 [ik'stend] vt.延伸；扩大；推广；伸出；给予；使竭尽全力；对…估价 vi.延伸；扩大；伸展；使疏开

345 extinction 1 n.灭绝；消失；消灭；废止

346 face 1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347 fair 1 [fεə] adj.公平的；美丽的，白皙的；[气象]晴朗的 adv.公平地；直接地；清楚地 vi.转晴 n.展览会；市集；美人 n.(Fair)人
名；(英、芬)费尔

348 fall 1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349 familiar 1 [fə'miljə] adj.熟悉的；常见的；亲近的 n.常客；密友 n.(Familiar)人名；(西)法米利亚尔

350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351 fast 1 [fɑ:st, fæst] adj.快速的，迅速的；紧的，稳固的 adv.迅速地；紧紧地；彻底地 vi.禁食，斋戒 n.斋戒；绝食 n.(Fast)人名；
(德、英、俄、芬、捷、瑞典)法斯特

352 fastest 1 ['fɑːstɪst] adj. 最快的 形容词fast的最高级形式.

353 fears 1 英 [fɪə(r)] 美 [fɪr] n. 担心；害怕；恐惧；【中药学】相畏 v. 害怕；担心；恐惧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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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fewer 1 ['fju:ə] adj.较少的 pron.较少数 int.较少数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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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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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finger 1 ['fiŋgə] n.手指；指针，指状物 vt.伸出；用手指拨弄 vi.用指触摸；拨弄 n.(Fing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芬格；(俄)芬格尔

359 f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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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flagship 1 ['flægʃip] n.旗舰；（作定语）一流；佼佼者

361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362 form 1 [fɔ:m] n.形式，形状；形态，外形；方式；表格 vt.构成，组成；排列，组织；产生，塑造 vi.形成，构成；排列 n.(Form)
人名；(英)福姆；(法、德)福尔姆

363 freely 1 ['fri:li] adv.自由地；免费地；大量地；慷慨地；直率地

364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365 function 1 ['fʌŋkʃən] n.功能；[数]函数；职责；盛大的集会 vi.运行；活动；行使职责

366 gathered 1 ['gæðəɒ] adj. 聚集的；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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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generations 1 [dʒenə'reɪʃnz] n. 世代

369 Geneva 1 [dʒi'ni:və] n.日内瓦（瑞士西南部城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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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globally 1 adv.全球地；全局地；世界上

372 golden 1 ['gəuldən] adj.金色的，黄金般的；珍贵的；金制的 n.(Golden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、德、瑞典)戈尔登

373 goo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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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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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gotten 1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
377 grassland 1 ['grɑ:slænd] n.草原；牧草地

378 gray 1 [grei] adj.灰色的；苍白的；灰白头发的；阴郁的 n.灰色；暗淡的光线 vi.成为灰色或灰白 vt.使成灰色或灰白 n.(Gray)人
名；(意)格拉伊；(英、法、葡、瑞典)格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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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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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habitats 1 ['hæbɪtæts] 生境

382 half 1 [hɑ:f, hæf] n.一半；半场；半学年 adv.一半地；部分地 adj.一半的；不完全的；半途的 n.(Half)人名；(阿拉伯)哈勒夫；(德)
哈尔夫；(英)哈夫

383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384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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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5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386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387 headed 1 ['hedid] adj.有头的；有标题的 v.率领（head的过去分词）；朝向；走在…的前头

388 hello 1 [he'ləu, hə-] int.喂；哈罗 n.表示问候，惊奇或唤起注意时的用语 n.(Hello)人名；(法)埃洛

389 helped 1 [help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；擅自拿取；（不）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. 帮助；援助；帮手；佣人；仆人 int. 救命！

390 helping 1 ['helpiŋ] n.帮助，协助；一份食物 adj.辅助的；给予帮助的 v.帮助；扶持（help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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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holders 1 n. 持有人（holder的复数）

393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394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395 house 1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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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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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humans 1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399 ibis 1 ['aibis] n.朱鹭 n.(Ibis)人名；(德)伊比斯

400 iconic 1 [ai'kɔnik] adj.图标的，形象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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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2 illegally 1 [i'li:gəli] adv.非法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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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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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independence 1 [,indi'pendəns] n.独立性，自立性；自主

406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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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intention 1 [in'tenʃən] n.意图；目的；意向；愈合

4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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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invade 1 [in'veid] vt.侵略；侵袭；侵扰；涌入 vi.侵略；侵入；侵袭；侵犯

411 invasion 1 [in'veiʒən] n.入侵，侵略；侵袭；侵犯

412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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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415 jake 1 [dʒeik] adj.上等的，满意的 n.家伙，乡下佬 n.(Jake)人名；(英)杰克(男子教名Jacob的昵称)

416 jian 1 n. 简

417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418 joined 1 [dʒɔɪnd]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419 joining 1 ['dʒɔiniŋ] n.连接；接缝；连接物

420 jumped 1 [dʒʌmp] n. 跳跃；跳动；上涨 v. 跳越；暴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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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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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kingdom 1 ['kiŋdəm] n.王国；界；领域 n.(Kingdom)人名；(英)金德姆

424 know 1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425 latest 1 adv.最迟地；最后地 n.最新的事物 adj.最新的，最近的；最迟的，最后的

426 lay 1 vt.躺下；产卵；搁放；放置；铺放；涂，敷 adj.世俗的；外行的；没有经验的 n.位置；短诗；花纹方向；叙事诗；性伙伴
vi.下蛋；打赌 v.躺；位于（lie的过去式）

427 lazily 1 ['leizili] adv.懒洋洋地；怠惰地，懒散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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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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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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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0 learn 1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431 lesser 1 ['lesə] adj.较少的；次要的；更小的 adv.较少地；更小地；不及 n.(Lesser)人名；(英、德)莱塞

432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433 locations 1 英 [ləʊ'keʃəns] 美 [loʊ'keʃəns] n. 地点；位置；定位 名词loca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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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5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436 lounge 1 [laundʒ] n.休息室；闲逛；躺椅；（英）酒吧间 vi.闲逛；懒洋洋地躺卧；闲混 vt.虚度光阴

437 macaque 1 [mə'kɑ:k] n.[脊椎]猕猴，恒河猴；短尾猿

438 main 1 [mein] n.主要部分，要点；体力；总管道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；全力的 n.(Main)人名；(德)迈因；(西)马因；(英、法)梅
因

439 majestic 1 [mə'dʒestik] adj.庄严的；宏伟的

440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441 mammal 1 ['mæməl] n.[脊椎]哺乳动物

442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443 mean 1 adj.平均的；卑鄙的；低劣的；吝啬的 vt.意味；想要；意欲 n.平均值 vi.用意 n.(Mean)人名；(柬)棉

444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
445 meeting 1 ['mi:tiŋ] n.会议；会见；集会；汇合点 v.会面；会合（mee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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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7 microwave 1 ['maikrəuweiv] n.微波

4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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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9 military 1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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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minted 1 [mɪnt] n. 薄荷；造币厂；<口>巨额 vt. 铸造(硬币)；伪造 adj. 完美无缺的

452 minute 1 [ˈmɪnɪt] n.分，分钟；片刻，一会儿；备忘录，笔记；会议记录 vt.将…记录下来 adj.微小的，详细的[maɪˈnjuːt;US-
ˈnuːt;maɪˋnut]

453 mom 1 [mɔm] n.妈妈 n.(Mom)人名；(柬)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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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5 motorized 1 英 ['məʊtəraɪzd] 美 ['moʊtəraɪzd] adj. 装上发动机的；(部队)摩托化的 动词motor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=motorised(英）.

456 Mountains 1 ['mauntins] n.山脉；[地理]山区；山岳（mountain的复数）

4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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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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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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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0 m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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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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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2 nato 1 ['neitəu] abbr.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（NorthAtlanticTreatyOrganization） n.(Nato)人名；(意)纳托

463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464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465 network 1 ['netwə:k] n.网络；广播网；网状物

466 newly 1 ['nju:li] adv.最近；重新；以新的方式

4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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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8 nicked 1 [nɪk] v. 刻痕；赶上；说中；<俚>欺骗；偷盗；逮捕 n. 刻痕；缺口；情况；<俚>监狱 Nick n. 尼克(男子名)

469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4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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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1 number 1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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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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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4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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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5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476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477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4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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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9 paid 1 [peid] adj.付清的；已付的 vt.支付（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付清

480 parachute 1 ['pærə,ʃu:t] n.降落伞 vi.跳伞 空投

481 partners 1 英 ['pɑ tːnə(r)] 美 ['pɑ rːtnər] n. 伙伴；搭档；伴侣；合伙人 v. 同 ... 合作；做 ... 的搭档

4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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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3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
484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485 peninsula 1 [pi'ninsjulə] n.半岛

486 percent 1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
487 pheasant 1 ['feznt] n.野鸡；雉科鸟 n.(Pheasant)人名；(英)菲桑特

488 pilot 1 ['pailət] n.飞行员；领航员 adj.试点的 v.驾驶；领航；试用 n.(Pilot)人名；(意、印)皮洛特；(法)皮洛

489 plane 1 [plein] n.飞机；平面；程度，水平 vi.刨；乘飞机旅行；翱翔 vt.刨平；用刨子刨；掠过水面 adj.平的；平面的 n.(Plane)人
名；(塞、瑞典、法)普拉内

490 populate 1 ['pɔpjuleit] vt.居住于；构成人口；移民于；殖民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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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2 populations 1 [pɒpjʊ'leɪʃnz] 居群

493 posing 1 ['pəʊzɪŋ] n. 摆架式 名词pos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94 post 1 [pəust] n.岗位；邮件；标杆 vt.张贴；公布；邮递；布置 vi.快速行进 n.(Po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捷、瑞典、荷)波斯特

495 posts 1 英 [pəʊst] 美 [poʊst] n. 职位；邮件；标竿 v. 邮递；通知；布置；派遣；急行 adv. 快速地

496 potentially 1 [pə'tenʃəli] adv.可能地，潜在地

497 predicted 1 [prɪ'dɪkt] v. 预言；预报；预知；预测

498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499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5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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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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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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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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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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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5 rangers 1 n. 兰杰斯（音译名）；守林人；骑警；突击队员；漫游者（名词ranger的复数形式）

506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5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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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8 recor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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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9 recovering 1 [ri'kʌvəriŋ] n.恢复；再生；补偿 v.恢复；再生（recover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510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511 removing 1 [riː 'muːvɪŋ] n. 消除；排除；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512 repeatedly 1 [rɪ'piː tɪdli] adv. 重复地；再三地

513 reportedly 1 [ri'pɔ:tidli] adv.据报道；据传闻

514 reserve 1 n.储备，储存；自然保护区；预备队；缄默；[金融]储备金 vt.储备；保留；预约 vi.预订 n.(Reserve)人名；(法)勒塞尔
夫

515 residents 1 ['rezɪdənts] 居民

516 review 1 [ri'vju:] n.回顾；复习；评论；检讨；检阅 vt.回顾；检查；复审 vi.回顾；复习功课；写评论

517 revive 1 [ri'vaiv] vi.复兴；复活；苏醒；恢复精神 vt.使复兴；使苏醒；回想起；重演，重播

518 revolutionized 1 [revə'lu ʃːənaɪzd] 革命化的,被彻底改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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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9 roamed 1 英 [rəʊm] 美 [roʊm] v. 漫游；闲逛；徜徉

520 roughly 1 ['rʌfli] adv.粗糙地；概略地

5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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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sadly 1 ['sædli] adv.悲哀地；悲痛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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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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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5 sanctuary 1 ['sæŋktju'ri, -tʃuə-] n.避难所；至圣所；耶路撒冷的神殿

526 sat 1 [sæt] v.坐（sit的过去式，过去分词） n.(Sat)人名；(中)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萨；(印)萨特

527 satellites 1 n. 卫星；人造卫星 名词satellite的复数形式.

5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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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9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530 scare 1 [skεə] vt.惊吓；把…吓跑 vi.受惊 n.恐慌；惊吓；惊恐 adj.（美）骇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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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2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5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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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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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5 seeing 1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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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7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5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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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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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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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1 s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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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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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Siberian 1 [sai'biəriən] adj.西伯利亚（人）的；来自西伯利亚的

544 simmering 1 n.气体漏泄时发出的叫声；激化状态，即将爆发的状态 vt.慢煮（simmer的现在分词） vi.煨（simmer的现在分
词）；（争吵或暴力）即将爆发

5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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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6 sit 1 [sit] vi.坐；位于 vt.使就座 n.(Si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硕；(罗)西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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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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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9 something 1 ['sʌmθiŋ] pron.某事；某物 n.重要的人；值得重视的事 adv.非常；有点；大约 adj.大约；有点象

550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5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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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2 south 1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553 spaces 1 n. 空格；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.

554 spanning 1 ['spænɪŋ] n. 跨度；拉线；[数]生成；长成 动词span的现在分词形式.

555 s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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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6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5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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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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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9 status 1 n.地位；状态；情形；重要身份

560 steps 1 n.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（=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）；台阶，步骤（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）

561 sto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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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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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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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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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4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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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6 supervise 1 ['sju:pəvaiz] vt.监督，管理；指导 vi.监督，管理；指导

567 supply 1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568 surprised 1 [sə'praizd] adj.感到惊讶的，出人意料的 v.使惊奇（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569 sustains 1 [sə'steɪn] vt. 支持；承受；维持；认可；经受

570 takeover 1 ['teik,əuvə] n.接管；验收

571 talks 1 ['tɔː ks] 会谈

572 tasked 1 英 [tɑːsk] 美 [tæsk] n. 任务；工作 vt. 交给某人（任务)；使做艰苦的工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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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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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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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6 thrill 1 [θril] n.激动；震颤；紧张 vt.使…颤动；使…紧张；使…感到兴奋或激动 vi.颤抖；感到兴奋；感到紧张

577 thrive 1 [θraiv] vi.繁荣，兴旺；茁壮成长

5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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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9 Tibetan 1 [ti'betən] adj.西藏的；藏族的 n.藏语；西藏人

580 tigers 1 n. 老虎 名词tiger的复数形式.

5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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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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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3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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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5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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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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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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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9 transmission 1 [trænz'miʃən, træns-, trɑ:n-] n.传动装置，[机]变速器；传递；传送；播送

590 treasured 1 英 ['treʒə(r)] 美 ['treʒər] n. 财富；宝物 vt. 珍藏；珍视

591 tries 1 [traɪ] v. 试验；尝试；设法；努力；审判；考验 n. 尝试；试验；（橄榄球）持球触地得分

592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93 ukrainians 1 乌克兰人

5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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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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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6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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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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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9 up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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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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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1 us 1 pron.我们

602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603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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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5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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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7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608 ver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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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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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9 visited 1 v.拜访，访问（visit的过去式）

610 volodymyr 1 弗拉基米尔

6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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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2 voted 1 英 [vəʊt] 美 [voʊt] n. 选举权；投票；选举；投票结果 v. 表决；选举；投票

613 vulnerable 1 ['vʌlnərəbl] adj.易受攻击的，易受…的攻击；易受伤害的；有弱点的

614 wagging 1 ['wægɪŋ] adj. 摆动的；摇动的 动词wag的现在分词形式.

615 walking 1 ['wɔ:kiŋ] n.步行；散步 v.步行（walk的ing形式） adj.步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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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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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8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619 weak 1 [wi:k] adj.[经]疲软的；虚弱的；无力的；不牢固的

620 weapons 1 n.武器（weapon的复数）；武装切换；斗争工具 v.武装（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621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6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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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3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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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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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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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7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628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629 wildfires 1 n. 野火（wildfire复数）；大火灾；鬼火；古时攻打敌船所用的燃料剂

630 wobbling 1 ['wɔbliŋ] adj.摇晃的；颤动的 n.摆动；颤动 v.蹒跚；晃动；踌躇（wobble的ing形式）

631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32 work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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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33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634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6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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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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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7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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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9 zhao 1 n. 赵（姓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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