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1-12-13 词汇表词汇表

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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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 absolutely 1 ['æbsəlju:tli, ,æbsə'lju:tli] adv.绝对地；完全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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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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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 adorns 1 英 [ə'dɔː n] 美 [ə'dɔː rn] v. 装饰；佩戴

6 advance 1 [əd'vɑ:ns, əd'væns] n.发展；前进；增长；预付款 vt.提出；预付；使……前进；将……提前 vi.前进；进展；上涨 adj.预先
的；先行的

7 affected 1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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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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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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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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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ll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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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14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5 amazing 1 [ə'meiziŋ] adj.令人惊异的 v.使吃惊（amaze的ing形式）

16 amazon 1 ['æməzɔn] 亚马逊；古希腊女战士

17 ambition 1 [æm'biʃən] n.野心，雄心；抱负，志向 vt.追求；有…野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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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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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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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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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ndy 1 ['ændi] n.安迪（男子名，等于Andrew）

24 architect 2 ['ɑ:kitekt] n.建筑师 缔造者

25 a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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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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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28 aren 1 阿伦

29 Arkansas 3 ['ɑ:kənsɔ:] n.（美国）阿肯色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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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rtificial 1 [,ɑ:ti'fiʃəl] adj.人造的；仿造的；虚伪的；非原产地的；武断的

32 a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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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ascent 1 [ə'sent] n.上升；上坡路；登高

34 assuming 1 [ə'sju:miŋ] adj.傲慢的；不逊的；僭越的 v.假设（assume的ing形式）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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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6 atmosphere 1 n.气氛；大气；空气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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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beast 1 [bi:st] n.野兽；畜生，人面兽心的人

39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40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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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before 3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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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begin 2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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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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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elly 1 ['beli] n.腹部；胃；食欲 vi.涨满；鼓起 vt.使鼓起 n.(Belly)人名；(法、意、葡)贝利

47 below 1 [bi'ləu] adv.在下面，在较低处；在本页下面 prep.在…下面 n.(Below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贝洛

48 beshear 2 n. 贝希尔

49 bi 1 [bai] symb.元素铋（bismuth）的符号

50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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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bill 2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
53 bjarke 2 比亚克

54 blue 1 n.蓝色；[复数]（美国海、陆、空三军穿的）蓝色制服；蓝颜料；[theblue(s)][用作单数或复数]布鲁斯（歌曲）（一种伤
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.蓝色的；沮丧的，忧郁的；下流的 vt.把…染成蓝色；使成蓝色；给…用上蓝剂；用上蓝剂于 vi.变成
蓝色，呈蓝色 n.（英、西、意）布卢（人名）

55 bluegrass 1 ['blu:grɑ:s, -græs] n.莓系属的牧草；早熟禾属植物

56 breaking 1 ['breikiŋ] n.破坏；阻断 v.破坏（break的ing形式）

57 breathless 1 ['breθlis] adj.喘不过气来的；停止呼吸的

58 bring 1 vt.拿来；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.(Br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布林

59 brr 1 ['biː 'ɑ rː'ɑ rː] (=baroreceptor reflex response) 压力感受器反射反应,(=breathing reserve ratio) 呼吸储备率

60 brrr 1 [brrr] 呵,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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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building 1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63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64 burning 1 ['bə:niŋ] adj.燃烧的；强烈的；发热的 n.燃烧 vi.燃烧（burn的现在分词）

65 but 3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
66 by 5 prep.通过；被；依据；经由；在附近；在……之前 adv.通过；经过；附近；[互联网]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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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andle 1 ['kændl] n.蜡烛；烛光；烛形物 vt.对着光检查

69 capital 2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
70 capture 2 vt.俘获；夺得；捕捉，拍摄,录制 n.捕获；战利品，俘虏

71 carbon 3 ['kɑ:bən] n.[化学]碳；碳棒；复写纸 adj.碳的；碳处理的 n.(Carbon)人名；(西)卡尔翁；(法)卡尔邦；(英)卡本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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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arl 2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74 caving 1 ['keiviŋ] n.洞穴探险 v.屈服（cave的ing形式）；挖空；倒塌

75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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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78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79 changer 1 ['tʃeindʒə] n.转换开关装置；改变者（change的名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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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chemical 1 ['kemikəl] n.化学制品，化学药品 adj.化学的

82 chimney 1 ['tʃimni] n.烟囱

83 Christmas 4 n.圣诞节；圣诞节期间

84 churches 1 英 [tʃɜ tːʃ] 美 [tʃɜ rːtʃ] n. 礼拜仪式；教堂；基督教徒 adj. 教堂的 v. 把 ... 带到教堂接受某种宗教仪式

85 citizens 2 ['sɪtɪzənz] 公民

86 city 5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87 claim 1 [kleim] vi.提出要求 vt.要求；声称；需要；认领 n.要求；声称；索赔；断言；值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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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 claims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
89 cleaning 1 ['kli:niŋ] n.清洗；清除；去污；大败 v.清洁（clean的ing形式）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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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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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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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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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co 2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95 collapsed 2 [kə'læpzd] adj. 倒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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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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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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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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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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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composes 1 英 [kəm'pəʊz] 美 [kəm'poʊz] v. 作曲；创作；编排；形成；使镇静

102 concrete 1 [kən'kri:t, 'kɔnkri:t] adj.混凝土的；实在的，具体的；有形的 vi.凝结 vt.使凝固；用混凝土修筑 n.具体物；凝结物

103 conduct 1 ['kɔndʌkt, kən'dʌkt] vi.导电；带领 vt.管理；引导；表现 n.进行；行为；实施

104 cons 1 [kɔns] abbr.面向连接的网络服务（ConnectionOrientedNetworkService） n.(Cons)人名；(英)康斯；(法、西)孔斯

105 consider 1 [kən'sidə] vt.考虑；认为；考虑到；细想 vi.考虑；认为；细想

106 construction 1 [kən'strʌkʃən] n.建设；建筑物；解释；造句

107 contaminants 1 [kən'tæmɪnənts] n. 污染物 名词contamina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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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converted 1 [kən'və:tid] adj.修改的；改变信仰的 v.转变；改变信仰（conve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110 copen 1 ['kəupən] n.哥本哈根蓝色 n.(Copen)人名；(西)科潘

111 Copenhagen 3 [,kəupən'heigən] n.哥本哈根（丹麦首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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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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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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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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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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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creates 1 [kri'ː eɪts] n. 创立 创建.

119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20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121 damaged 1 adj.被损坏的 v.损害（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22 Danish 4 ['deiniʃ] adj.丹麦的；丹麦人的；丹麦语（文）的 n.丹麦语

123 deadly 2 ['dedli] adj.致命的；非常的；死一般的 adv.非常；如死一般地

124 death 1 [deθ] n.死；死亡；死神；毁灭 n.(Death)人名；(英)迪阿思

125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126 debris 2 ['deibri:] n.碎片，残骸 n.(Debris)人名；(法)德布里

127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128 decorate 1 ['dekəreit] vt.装饰；布置；授勋给 vi.装饰；布置

129 decorated 2 ['dekəreitid] adj.装饰的，修饰的 v.装饰，修饰（deco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130 democrats 1 ['deməkræts] n.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.

131 Denmark 2 ['denma:k] n.丹麦（欧洲国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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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 deployed 1 [dɪ'plɔɪ] v. 部署；展开；进入战斗位置；配置

133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
134 destruction 2 [di'strʌkʃən] n.破坏，毁灭；摧毁

135 devastated 1 ['devəsteɪt] vt. 毁坏；使荒芜；使震惊

136 devastating 1 ['devəsteitiŋ] adj.毁灭性的；全然的 v.摧毁（devastate的ing形式）；毁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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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different 1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139 dig 1 [dig] vt.挖，掘；探究 vi.挖掘 n.戳，刺；挖苦 n.(Dig)人名；(罗)迪格

140 discarded 1 [dɪs'kɑ rːdɪd] adj. 放弃的；删除的 动词discar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41 display 1 [,dis'plei] n.显示；炫耀 vt.显示；表现；陈列 vi.[动]作炫耀行为 adj.展览的；陈列用的

142 dispose 1 [dis'pəuz] vt.处理；处置；安排 vi.处理；安排；（能够）决定 n.处置；性情

143 d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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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4 dog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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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donations 1 [dəʊ'neɪʃnz] 募捐

146 dow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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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downtown 1 ['daun'taun] adv.往闹市区；在市区 adj.市中心的 n.市中心区；三分线以外

148 dropped 1 [drɒpt] v. 降下(减少；划线；停止；除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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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effected 1 [ɪ'fekt] n. 效应；结果；影响；印象；效果；要旨 v. 使产生；引起

151 efficiency 1 [i'fiʃənsi] n.效率；效能；功效

152 efficient 1 [i'fiʃənt] adj.有效率的；有能力的；生效的

153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54 eight 1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155 electronic 1 adj.电子的 n.电子电路；电子器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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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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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emissions 1 [i'mɪʃn] n. 散发；发行；排放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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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energy 4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161 enough 2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162 environmental 1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163 especially 1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64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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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event 2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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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everybody 1 ['evri,bədi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

169 everyday 2 ['evridei] adj.每天的，日常的 n.平时；寻常日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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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expensive 1 [ik'spensiv] adj.昂贵的；花钱的

172 facility 1 [fə'siliti] n.设施；设备；容易；灵巧

173 factory 1 ['fæktəri] n.工厂；制造厂；代理店

174 fame 1 [feim] n.名声，名望；传闻，传说 vt.使闻名，使有名望

175 famed 1 [feimd] adj.著名的

176 fashioned 1 ['fæʃənd] adj.…式的 v.把…塑成（fashion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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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7 faster 1 ['fa:stə] adj.更快的 adv.更快地 n.(Faster)人名；(德、捷)法斯特

178 fastest 2 ['fɑːstɪst] adj. 最快的 形容词fast的最高级形式.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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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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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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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few 1 [fju:] adj.很少的；几乎没有的 pron.很少 n.很少数 n.(Few)人名；(英)菲尤

183 fill 1 [fil] vt.装满，使充满；满足；堵塞；任职 vi.被充满，膨胀 n.满足；填满的量；装填物 n.(Fill)人名；(德、俄、匈)菲尔

184 filtered 1 ['fɪltəd] adj. 过滤过的 动词fil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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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find 2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187 fire 1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开
枪；激动；烧火

188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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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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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flat 1 adj.平的；单调的；不景气的；干脆的；平坦的；扁平的；浅的 adv.（尤指贴着另一表面）平直地；断然地；水平地；直
接地，完全地 n.平地；公寓；平面 vt.使变平；[音乐]使（音调）下降，尤指降半音 vi.逐渐变平；[音乐]以降调唱（或奏）
n.（法）弗拉特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弗莱特（人名）

191 flow 1 [fləu] vi.流动，涌流；川流不息；飘扬 vt.淹没，溢过 n.流动；流量；涨潮，泛滥 n.(Flow)人名；(英)弗洛

192 flying 1 ['flaiiŋ] adj.飞行的 n.飞行 v.飞（fly的ing形式）

193 for 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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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frames 1 [freɪmz] n. 帧；画面(框架) 名词frame的复数形式. 动词fram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96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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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199 furnace 1 ['fə:nis] n.火炉，熔炉

200 furnaces 1 n. 炉子，熔炉（furnace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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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ga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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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garbage 4 ['gɑ:bidʒ] n.垃圾；废物 n.(Garbage)人名；(法)加尔巴热

204 garlanded 1 英 ['ɡɑ lːənd] 美 ['ɡɑ rːlənd] n. 花环 v. 戴花环

205 garnering 1 ['gɑ:nə] vt.获得；储存；把…储入谷仓 n.谷仓

206 generators 1 [d'ʒenəreɪtəz] 生成元；发电机; 发生器（名词generator的复数形式）

207 Georgia 1 ['dʒɔ:dʒjə] n.乔治亚州；格鲁吉亚（前苏联加盟共和国）；乔治娅（女子名）

208 Germany 2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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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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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gift 1 [gift] n.礼物；天赋；赠品 vt.赋予；向…赠送 n.(Gift)人名；(英)吉夫特

212 give 1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213 glimpse 1 [glimps] n.一瞥，一看 vi.瞥见 vt.瞥见

214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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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6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217 goals 2 ['ɡəʊlz] n.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.

218 good 2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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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9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220 governor 3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
221 grail 1 [greil] n.杯；圣杯（传说中耶稣最后晚餐所用之杯）；大盘；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 n.(Grail)人名；(法)格拉伊

222 grinch 1 [grintʃ] n.令人扫兴的人，败兴者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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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groups 1 [ɡruːp] n. 群；组；团体；集团 v. 聚合；成群、组；把 ... 聚集；把 ... 分类

225 growing 2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226 guard 1 [gɑ:d] n.守卫；警戒；护卫队；防护装置 vi.警惕 vt.保卫；监视 n.(Guard)人名；(英)格尔德

227 Guinness 1 ['ginis] n.吉尼斯黑啤酒（英国产强性黑啤酒的一种）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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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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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hand 1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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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hang 1 ['hæŋ] vt.悬挂，垂下；装饰；绞死；使悬而未决 vi.悬着，垂下；被绞死；悬而不决 n.悬挂；暂停，中止 n.(Hang)人名；
(罗)汉格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康；(老)汉；(柬)韩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杭

233 hardest 1 ['hɑːdɪst] adv. 极难地 adj. 最难的 形容词hard的最高级.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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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hav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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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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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238 heat 3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
239 heats 1 [hiː t] n. 热度；热；热烈；激烈；发烧 v. (使)变热；(使)激动

240 here 8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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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hill 2 [hil] n.小山；丘陵；斜坡；山冈 n.(Hill)人名；(法、西)伊尔；(德、英、匈、捷、罗、芬、瑞典)希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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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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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holds 1 英 [həʊldz] 美 [hoʊldz] n. 货舱；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.

246 holy 1 [['həuli] adj.圣洁的，神圣的；至善的 n.神圣的东西 （俚）太棒了 n.(Holy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)霍利

247 home 1 [həum] n.家，住宅；产地；家乡；避难所 adv.在家，回家；深入地 adj.国内的，家庭的；有效的 vt.归巢，回家 n.(Home)
人名；(德、芬)霍梅；(英、尼)霍姆

248 homes 1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国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249 hospitals 1 ['hɒspɪtlz] 医院

250 hou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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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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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hyperbole 1 [hai'pə:bəli] n.夸张的语句；夸张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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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Illinois 2 [,ili'nɔi(z)] n.伊利诺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55 impact 1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
256 import 1 [im'pɔ:t, 'impɔ:t] n.进口，进口货；输入；意思，含义；重要性 vt.输入，进口；含…的意思 vi.输入，进口

257 in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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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8 inaudible 2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
259 incinerator 1 [in'sinəreitə] n.[环境][炉窑]焚化炉，焚尸炉；焚烧装置

260 indescribable 1 [,indi'skraibəbl] adj.难以形容的；莫名其妙的；不能用语言表达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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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Indiana 1 [,indi'ænə] n.印第安纳州（美国中部的州）

262 ingels 3 n. 英格尔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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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265 intense 1 [in'tens] adj.强烈的；紧张的；非常的；热情的

266 internationa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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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into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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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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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9 is 2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70 it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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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1 its 5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72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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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Kennesaw 2 [地名] [美国] 肯纳索

275 Kentucky 9 [ken'tʌki; kən-] n.肯塔基州

276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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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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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ky 1 abbr.开曼群岛（CaymanIslands） n.(Ky)人名；(柬)基

280 landscape 1 n.风景；风景画；景色；山水画；乡村风景画；地形；（文件的）横向打印格式 vt.对…做景观美化，给…做园林
美化；从事庭园设计 vi.美化（环境等），使景色宜人；从事景观美化工作，做庭园设计师

281 large 1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282 least 3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283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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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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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lifted 1 [lɪft] vt. 举起；运送；偷窃；升高；还清；取消 vi. 提升 n. 举起；提升；电梯；搭便车；帮助；载货量；扒窃

287 lights 2 [laits] n.灯光（light的复数）；（供食用的）家畜的肺脏 v.点亮（light的三单形式）

288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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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
290 link 1 [liŋk] n.[计]链环，环节；联系，关系 vt.连接，连结；联合，结合 vi.连接起来；联系在一起；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.
(Li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塞、捷、匈、瑞典)林克

291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292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293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2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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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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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ma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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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makes 2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298 mal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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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management 1 ['mænidʒmənt] n.管理；管理人员；管理部门；操纵；经营手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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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marvel 1 n.奇迹 vt.对…感到惊异 vi.感到惊讶 n.(Marvel)人名；(英)马弗尔；漫威漫画

302 massive 1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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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may 2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304 mayfield 2 n. 梅菲尔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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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mess 1 [mes] n.混乱；食堂，伙食团；困境；脏乱的东西 vt.弄乱，弄脏；毁坏；使就餐 vi.把事情弄糟；制造脏乱；玩弄 n.
(Mess)人名；(德、罗)梅斯

307 meteorologists 1 n.气象学( meteorology的名词复数 )

308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309 million 1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
310 minimize 1 ['minimaiz] vt.使减到最少；小看，极度轻视 vi.最小化

311 miracle 1 ['mirəkl] n.奇迹，奇迹般的人或物；惊人的事例 n.(Miracle)人名；(英)米勒克尔；(意、西)米拉克莱

312 Mississippi 1 [ˌmisi̍ sipi] n.密西西比河（美国河流，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）；密西西比州（美国州名）

313 Missouri 1 [mi'zuəri] n.密苏里（美国州名）

314 modern 1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315 monitored 1 ['mɒnɪtəd] adj. 监视 动词monito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16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17 more 4 [mɔ:] adv.更多；此外；更大程度地 adj.更多的；附加的 pron.更多的数量 n.更多 n.(More)人名；(英、法)莫尔；(意、西、
以)莫雷

318 mo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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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mountain 1 [ˈmauntin，ˈmaʊntən] n.山；山脉 n.(Mountain)人名；(英)芒廷

320 mustangs 1 n. 野马（美国的一个汽车品牌）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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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national 2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323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324 negative 1 ['negətiv] adj.[数]负的；消极的；否定的；阴性的 n.否定；负数；[摄]底片 vt.否定；拒绝

325 neutral 2 ['nju:trəl] adj.中立的，中性的；中立国的；非彩色的 n.中立国；中立者；非彩色；齿轮的空档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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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noise 1 [nɔiz] n.[环境]噪音；响声；杂音 vt.谣传 vi.发出声音；大声议论 n.(Noise)人名；(英)诺伊斯

328 none 1 [nʌn] pron.没有人；一个也没有；没有任何东西 adj.没有的，一点没有的 adv.决不，一点也不 n.(None)人名；(葡、罗)诺
内；(日)野根(姓)

329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330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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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number 2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
333 nursing 1 ['nə:siŋ] n.护理；看护；养育 v.看护；养育（nurse的ing形式）

334 of 39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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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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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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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Ohio 1 [əu'haiəu] n.俄亥俄州（美国一个州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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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0 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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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on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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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onl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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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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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345 ornaments 1 ['ɔː nəmənts] n. 装饰物 名词ornament的复数形式.

346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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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 our 5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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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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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owners 1 ['əʊnəz] 业主

351 packaging 2 ['pækidʒiŋ] n.包装；包装业，包装风格 v.包装（package的ing形式）
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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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parts 1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354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
355 people 6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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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person 1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
358 philosophy 1 [fi'lɔsəfi, fə-] n.哲学；哲理；人生观

359 phones 1 英 [fəʊn] 美 [foʊn] n. 电话；电话机；听筒；耳机；[语]音素 v. 打电话 suf. 表示“声音”或“说 ... 语言的人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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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pioneering 1 英 [ˌpaɪə'nɪərɪŋ] 美 [ˌpaɪə'nɪrɪŋ] adj. 先驱的；开创的 动词pioneer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62 pipes 1 [paips] n.管线，管道；[材]管子（pipe复数形式） v.吹奏管乐；尖声叫嚷（pip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Pipes)人名；
(英)派普斯

363 place 2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364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65 plant 2 [plɑ:nt, plænt] n.工厂，车间；植物；设备；庄稼 vt.种植；培养；栽培；安置 vi.种植 n.(Plan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)普兰
特；(法)普朗

366 plants 1 [p'lɑːnts] n. 植物花卉；工厂（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） v. 种植；设立；建立；安插；栽赃（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
式）

367 plastic 1 ['plæstik,'plɑ:s-] adj.塑料的；（外科）造型的；可塑的 n.塑料制品；整形；可塑体
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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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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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powe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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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practical 1 ['præktikəl] adj.实际的；实用性的

372 prayers 1 ['preɪəz] n. 祈祷；祝福 名词prayer复数形式.

373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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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75 preventing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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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produce 2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378 product 1 ['prɔdəkt, -ʌkt] n.产品；结果；[数]乘积；作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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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products 2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381 project 3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382 pros 1 [prəuz] n.赞成者；赞成的意见（pro的复数） abbr.舞台前部（proscenium）；诗体学（prosody） n.(Pros)人名；(法)普罗；
(捷、瑞典)普罗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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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purpose 1 ['pə:pəs] n.目的；用途；意志 vt.决心；企图；打算

385 quest 6 [kwest] n.追求；寻找 vi.追求；寻找 vt.探索 n.(Quest)人名；(德)奎斯特

386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387 re 7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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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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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recor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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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recycling 1 [ˌriː 'saɪklɪŋ] n. 回收利用 动词recycle的现在分词.

391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392 relatively 1 ['relətivli] adv.相当地；相对地，比较地

393 released 2 [rɪ'liː st] v. 释放；让予；准予发表，发布，发行；免除，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

394 relief 1 n.救济；减轻，解除；安慰；浮雕

395 repairs 1 [rɪ'peəz] n. 修理工作 名词repair的复数形式.

3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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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republicans 1 n.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.

398 rescue 1 ['reskju:] vt.营救；援救 n.营救；援救；解救

399 rescuers 1 n.救援者（rescuer的复数）

400 residence 1 ['rezidəns] n.住宅，住处；居住

401 ribbon 1 ['ribən] n.带；缎带；（勋章等的）绶带；带状物；勋表 vi.形成带状 vt.把…撕成条带；用缎带装饰

402 Richard 2 ['ritʃəd] n.理查德（男子名）

403 right 2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404 rise 1 [raiz, rais] vi.上升；增强；起立；高耸 vt.使…飞起；使…浮上水面 n.上升；高地；增加；出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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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roof 1 [ru:f, ruf] n.屋顶；最高处，顶部；最高限度 vt.给…盖屋顶，覆盖 n.(Roof)人名；(英)鲁夫

407 rubbish 1 ['rʌbiʃ] n.垃圾，废物；废话 adj.毫无价值的

4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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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said 2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
拉伯)赛义德

410 sash 1 [sæʃ] n.腰带；肩带；饰带；框格 vt.系上腰带；装以窗框

411 Saturday 1 ['sætədi; -dei] n.星期六

412 say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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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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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15 scary 1 adj.（事物）可怕的；恐怖的；吓人的；（人）提心吊胆的；引起惊慌的；胆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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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search 1 [sə:tʃ] vi.搜寻；调查；探求 vt.搜索；搜寻；调查；搜查；探求 n.搜寻；探究，查究 n.(Search)人名；(英)瑟奇

418 searches 1 英 [sɜ tːʃ] 美 [sɜ rːtʃ] v. 搜寻；探求；调查 n. 搜寻；搜索；调查

4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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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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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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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sense 1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
4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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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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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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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6 shelters 1 英 ['ʃeltə(r)] 美 ['ʃeltər] n. 避难所；庇护；庇护所 v. 保护；隐匿；庇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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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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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9 show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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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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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0 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
431 significantly 1 adv.显著地；相当数量地

432 single 1 ['siŋgl] adj.单一的；单身的；单程的 n.一个；单打；单程票 vt.选出 vi.击出一垒安打

433 sirens 1 three nymphs named Leucosia, Ligeia, and Parthenope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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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5 ski 1 [ski:, ʃi:] n.滑雪橇 vi.滑雪 adj.滑雪（用）的

436 skiing 1 ['ski:iŋ] n.滑雪运动；滑雪术 v.滑雪（ski的ing形式）

437 slalom 1 ['slɑ:ləm, 'slæ-] n.障碍滑雪；障碍滑雪赛

438 slope 1 [sləup] n.斜坡；倾斜；斜率；扛枪姿势 vi.倾斜；逃走 vt.倾斜；使倾斜；扛

439 smoke 1 [sməuk] n.烟；抽烟；无常的事物 vi.冒烟，吸烟；抽烟；弥漫 vt.吸烟；抽

4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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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solutions 1 [sə'lu ʃːnz] n. 解答

4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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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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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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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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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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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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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8 starts 1 [s'tɑ tːs] v. 开始；启动；开创（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 开始；开创（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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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0 State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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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stayed 1 [steɪ] v. 停留；逗留；保持 n. 停留；逗留

452 steam 4 [sti:m] vt.蒸，散发；用蒸汽处理 n.蒸汽；精力 vi.蒸，冒水汽 adj.蒸汽的

453 steel 1 [sti:l] n.钢铁；钢制品；坚固 vt.钢化；使冷酷 adj.钢制的；钢铁业的；坚强的 n.(Steel)人名；(德)施特尔；(英)斯蒂尔

454 stocking 1 ['stɔkiŋ] n.长袜 n.(Stocking)人名；(英)斯托金

455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456 stream 2 [stri:m] n.溪流；流动；潮流；光线 vi.流；涌进；飘扬 vt.流出；涌出；使飘动

457 strings 1 [strɪŋz] n. (乐器的)弦 名词string的复数形式.

458 structure 1 ['strʌktʃə] n.结构；构造；建筑物 vt.组织；构成；建造

459 survivors 1 [sə'vaɪvəz] 幸存者（survivor的复数）

4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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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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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2 Tennessee 1 [,teni'si:] n.田纳西州（美国州名）

463 terribly 1 ['terəbli] adv.非常；可怕地；极度地

464 tha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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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5 thankfully 1 ['θæŋkfulli] adv.感谢地；感激地

466 that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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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the 7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468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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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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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0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471 there 5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472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473 they 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74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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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5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4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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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7 this 10 [ðis, 弱ðəs] pron.这；这个；这里 adj.这；本；这个；今 adv.这样地；这么 n.(This)人名；(法)蒂斯

478 those 3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479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80 throug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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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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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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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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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4 today 2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4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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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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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488 tornado 3 [tɔ:'neidəu] n.[气象]龙卷风；旋风；暴风；大雷雨 n.(Tornado)人名；(西)托纳多

489 tornadoes 2 英 [tɔː 'neɪdəʊ] 美 [tɔː r'neɪdoʊ] n. 龙卷风；飓风；旋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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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transforms 1 [træns'fɔː m] vt. 改变；转换 vi. 改变；变形；变态

492 treatment 3 ['tri:tmənt] n.治疗，疗法；处理；对待

4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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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trees 3 [triː 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的复数形式

495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496 trucks 1 [trʌk] n. 卡车；手推车；敞篷货车 n. 交易；交往；商品蔬菜；实物工资；<口>垃圾 v. 以卡车运 v. 交易；打交道

497 tubes 1 英 [tjuːb] 美 [tuːb] n. 管子；管状物；<英>地铁；电视；管状器官 v. 提供或装上管子

498 tur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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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9 unidentified 4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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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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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2 up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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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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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4 upsides 1 [ʌp'saɪdz] adv. 半斤八两；对等

505 us 2 pron.我们

5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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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7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508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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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0 victims 1 ['vɪktɪmz] n. 受害者 名词victim的复数形式.

5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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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2 violence 1 ['vaiələns] n.暴力；侵犯；激烈；歪曲

513 voila 1 [vwa:'la:] int.（法）瞧；可不是

514 walls 2 ['wɔː lz] n. 墙壁

5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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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6 warehouse 1 ['wεəhaus, 'wεəhauz, -haus] n.仓库；货栈；大商店 vt.储入仓库；以他人名义购进（股票）

5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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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8 was 1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19 wasn 1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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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0 waste 11 [weist] n.浪费；废物；荒地；损耗；地面风化物 vt.浪费；消耗；使荒芜 vi.浪费；变消瘦；挥霍钱财 adj.废弃的；多余
的；荒芜的

521 waster 1 ['weistə] n.[环境]废品；挥霍者，浪费者

5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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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3 we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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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4 weather 2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525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5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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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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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8 wha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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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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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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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1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532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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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window 1 ['windəu] n.窗；窗口；窗户

5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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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5 wondered 1 英 ['wʌndə(r)] 美 ['wʌndər] n. 惊奇；惊愕；奇迹；奇观 v. 惊奇；想知道；怀疑 adj. 奇妙的；非凡的

536 wore 1 [wɔ:] v.穿（衣服等）；戴（首饰等）；装着（wear的过去式）

537 wor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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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38 workers 3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539 working 2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540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541 world 4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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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worst 1 [wə:st, 'wə:st] adj.最差的，最坏的；最不利的；效能最低的 n.最坏；最坏的时候 adv.最坏地；最不利地 n.(Worst)人名；
(英、德)沃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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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5 wow 1 n.极大的成功；一鸣惊人之举；魔兽世界(WorldofWarcraft)；失真 int.（表示极大的惊奇或钦佩）哇，呀

546 wraps 1 [ræp] v. 包；裹；覆盖；隐藏 n. 围巾；披肩；包装材料

547 yes 2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548 yet 1 [jet] adv.还；但是；已经 conj.但是；然而 n.(Yet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一

549 you 8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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