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1-11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 able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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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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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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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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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ctivated 1 ['æktiveitid] adj.活性化的；活泼的 v.使激活；使活动起来；有生气（activate的过去分词）

7 activities 1 英 [æk'tɪvɪtɪ] 美 [æk'tɪvəti] n. 活动；活跃 vt. 表演 adj. 厉害

8 activity 1 [æk'tivəti] n.活动；行动；活跃

9 actual 1 ['æktʃuəl] adj.真实的，实际的；现行的，目前的

10 actually 2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11 addition 1 [ə'diʃən] n.添加；[数]加法；增加物

12 additional 1 [ə'diʃənəl] adj.附加的，额外的

13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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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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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ge 1 [eidʒ] n.年龄；时代；寿命，使用年限；阶段 vi.成熟；变老 vt.使成熟；使变老，使上年纪 n.(Age)人名；(瑞典)阿格；(日)
扬(姓)；(西、荷)阿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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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ired 2 英 [eə(r)] 美 [er] n. 空气；天空；空中；感觉；神态；曲调；装腔作势 v. 晾干；使通风；广播

19 airport 2 ['εəpɔ:t] n.机场；航空站

20 alike 1 [ə'laik] adj.相似的；相同的 adv.以同样的方式；类似于

21 all 6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
22 allies 2 ['ælaiz] n.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同盟国；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协约国

23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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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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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mbulance 1 ['æmbjuləns] n.[车辆][医]救护车；战时流动医院

28 America 3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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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1 analyze 1 ['ænəlaiz] vt.对…进行分析，分解（等于analyse）

32 analyzed 1 ['ænəlaɪzd] adj. 分析的 动词analy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3 ancestors 1 ['ænsestəz] n. 祖先；前辈 名词ancestor的复数形式.

34 anch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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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and 33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6 andics 1 翁迪奇

37 announcer 1 [ə'naunsə] n.[广播]广播员；宣告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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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anxiety 1 [æŋ'zaiəti] n.焦虑；渴望；挂念；令人焦虑的事

40 an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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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42 appear 1 vi.出现；显得；似乎；出庭；登场

43 arabic 1 ['ærəbik] adj.阿拉伯的；阿拉伯人的 n.阿拉伯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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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 ar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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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armed 1 [ɑ:md] adj.武装的；有扶手的；有防卫器官的（指动物） n.(Armed)人名；(科摩)阿米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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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arrival 2 [ə'raivəl] n.到来；到达；到达者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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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assistance 1 [ə'sistəns] n.援助，帮助；辅助设备

50 a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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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1 attention 2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52 Attila 1 ['ætilə] n.匈奴王

53 auditory 1 ['ɔ:ditəri] n.听众；礼堂 adj.听觉的；耳朵的

54 Austria 2 ['ɔstriə] n.奥地利

55 authentic 1 [ɔ:'θentik] adj.真正的，真实的；可信的

56 authorized 1 ['ɔ:θəraizd] adj.经授权的；经认可的 v.授权；批准；辩护（authorize的过去分词）

57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58 back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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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barks 2 英 [bɑːk] 美 [bɑ rːk] v. (狗)吠；咆哮 v. 剥皮；擦伤 n. 狗吠；咆哮 n. 树皮

60 bathroom 1 ['bɑ:θrum] n.浴室；厕所；盥洗室

61 BC 1 [ˌbiː 'siː ] abbr. 公元前(=Before Christ) =B.；C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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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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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bed 1 [bed] n.床；基础；河底，海底 vt.使睡觉；安置，嵌入；栽种 vi.上床；分层

66 bedtime 1 ['bedtaim] n.就寝时间 adj.适于睡前的

67 been 6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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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begin 3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70 begins 1 [bɪ'ɡɪn] v. 开始；着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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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beings 1 ['biː ɪŋz] n. 人；n

73 Bernese 1 （瑞士首都）伯尔尼的 伯尔尼人

74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75 better 2 [betə] n.长辈；较好者；打赌的人（等于bettor） adv.更好的；更多的；较大程度地 adj.较好的 vt.改善；胜过 vi.变得较好
n.(Better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德)贝特尔

76 between 4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77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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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bigger 1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
80 bilingual 3 [bai'liŋgwəl] adj.双语的 n.通两种语言的人

81 biphasic 2 [bai'feizik] adj.两相的，二双相性的

82 bone 1 [英[bəʊn] 美[bon]] n.骨；骨骼 vt.剔去...的骨；施骨肥于 vi.苦学；专心致志 n.(Bone)人名；(英)博恩；(法、西、罗、塞)博
内；(老)奔

83 books 1 ['bʊks] n. 帐目；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.

84 boosted 1 [buːst] v. 提高；增加；鼓励；举起；为...做宣传 n. 增加；推进；鼓励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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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both 4 [bəuθ] adj.两个的；两者的 adv.并；又；两者皆 pron.双方都；两者都 conj.既…且… n.(Both)人名；(德、罗、捷、南非、
匈)博特

87 brain 2 [brein] n.头脑，智力；脑袋 vt.猛击…的头部 n.(Brain)人名；(英)布雷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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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 brains 3 n.智力；脑髓（brain的复数）

89 breakthrough 1 ['breikθru:] n.突破；突破性进展

90 breakthroughs 1 [b'reɪkθruːz] 突破发展

91 bridge 1 [bridʒ] n.桥；桥牌；桥接器；船桥 vt.架桥；渡过 n.(Bridge)人名；(英)布里奇

92 bringing 1 [briŋ] vt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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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Budapest 1 ['bju:dəpest] n.布达佩斯（匈牙利的首都）

94 bulldogs 1 英 ['bʊldɒɡ] 美 ['bʊldɔː ɡ] n. 牛头狗；手枪；学监助理 adj. 顽固的 vt. 抓住牛角将牛摔倒

95 busy 1 ['bizi] adj.忙碌的；热闹的；正被占用的 vt.使忙于 n.(Busy)人名；(匈)布希；(法)比西

96 b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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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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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calls 1 ['kɔː lz] n. 呼唤；命令；电话；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.

99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100 can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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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102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103 ceasefire 1 英 ['si:sfaiə(r)] 美 ['si:sfaiər] n. 停火；停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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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certain 1 ['sə:tən] adj.某一；必然的；确信；无疑的；有把握的 pron.某些；某几个 n.(Certain)人名；(葡)塞尔塔因；(法)塞尔坦

106 chan 8 [tʃæn] n.通道（槽，沟） n.(Chan)人名；(法)尚；(缅)钱；(柬、老、泰)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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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channel 1 vt.引导，开导；形成河道 n.通道；频道；沟渠；海峡

109 characterize 1 ['kærəktəraiz] vt.描绘…的特性；具有…的特征 vi.塑造人物

110 Chesapeake 1 ['tʃesəpi:k] n.切萨皮克（美国城市）

111 Chinese 2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112 civil 1 ['sivəl] adj.公民的；民间的；文职的；有礼貌的；根据民法的 n.(Civil)人名；(土)吉维尔；(法)西维尔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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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cnn 7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115 cocker 1 ['kɔkə] vt.娇养；溺爱；放纵 n.斗鸡的人；长耳猎犬 n.(Cocker)人名；(英)科克尔

116 collie 1 ['kɔli] n.柯利牧羊狗（原产苏格兰） n.(Collie)人名；(英)科利

117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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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conflict 3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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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consist 1 vi.由…组成；在于；符合

122 control 1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123 controlled 1 [kən'trəuld] adj.受控制的；受约束的；克制的 v.控制；约束（control的过去式）；指挥

124 controversial 1 [,kɔntrə'və:ʃəl] adj.有争议的；有争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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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coronavirus 1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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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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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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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countr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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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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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covid 4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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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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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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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criticism 1 ['krɪtɪsɪzəm] n.批评；考证；苛求

136 criticized 1 ['krɪtɪsaɪz] v. 批评；挑剔；评论；非难；吹毛求疵

137 darryl 3 n. 达里尔

138 date 1 [deit] n.日期；约会；年代；枣椰子 vi.过时；注明日期；始于（某一历史时期） vt.确定…年代；和…约会 n.(Date)人名；
(日)伊达(姓)；(英)戴特

139 dates 1 [deɪt] n. 日期；年代；会晤时间；约会；约会对象；枣椰树；枣子 v. 给 ... 标明日期；确定年代；过时；显老；和 ... 约
会；追溯到

140 dating 1 ['deitiŋ] n.约会；记日期的；注明日期 v.约会；定日期（date的ing形式）

141 day 2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142 days 5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143 December 1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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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defensive 1 [di'fensiv] adj.自卫的；防御用的 n.防御；守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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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1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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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9 detect 1 [di'tekt] vt.察觉；发现；探测

150 determine 1 v.（使）下决心，（使）做出决定 vt.决定，确定；判定，判决；限定 vi.确定；决定；判决，终止；[主用于法律]
了结，终止，结束

151 determined 1 [di'tə:mind] adj.决定了的；坚决的 v.决定；断定（determine的过去分词）

152 diaries 1 ['daɪəri] n. 日记；日记簿

153 did 2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54 differences 1 ['dɪfərəns] n.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.

155 different 6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156 differentiate 1 [,difə'renʃieit] vi.区分，区别 vt.区分，区别

157 discovered 1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
158 distinguish 1 [dis'tiŋgwiʃ] vt.区分；辨别；使杰出，使表现突出 vi.区别，区分；辨别

159 do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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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document 1 n.文件，公文；[计]文档；证件 vt.记录，记载

161 dog 5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
162 dogs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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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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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d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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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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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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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drags 1 [drægz] n. 铸锭列车；锭模列车

168 Dutch 1 [dʌtʃ] adj.荷兰的；荷兰人的；荷兰语的 n.荷兰人；荷兰语 adv.费用平摊地；各自付账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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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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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eat 2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
173 echo 1 ['ekəu] vt.反射；重复 vi.随声附和；发出回声 n.回音；效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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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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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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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176 elisabeth 2 [i'lizəbəθ] n.伊丽莎白（女子名，等于Elizabeth）

177 em 1 [em] n.西文排版行长单位 adj.全身长的 pron.他们（等于them） abbr.地球质量（earthmass）；放射（emanation）；电子邮件
（email） n.(Em)人名；(德、挪、罗、土)埃姆；(柬)恩

178 en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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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English 1 ['iŋgliʃ] adj.英国人的；英国的；英文的 n.英语；英国人；英文；英格兰人 vt.把…译成英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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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eotvos 2 ['iətvəʊz] 厄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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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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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85 ethology 1 [i'θɔlədʒi] n.动物行动学；道德体系学；个体生态学

186 Europe 3 ['juərəp] n.欧洲

187 European 4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188 eve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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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90 events 1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191 eventually 1 [i'ventʃuəli] adv.最后，终于

192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193 evidence 1 ['evidəns] n.证据，证明；迹象；明显 vt.证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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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exercises 1 ['eksəsaiz] n.练习题，演习；运动

196 experiencing 1 [ɪk'spɪərənsɪŋ] n. 体验；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.

197 experiment 2 [ik'speriment, ek's-] vi.尝试；进行实验 n.实验，试验；尝试

198 experts 2 英 ['ekspɜ tː] 美 ['ekspɜ rːt] n. 专家；能手 adj. 熟练的；内行的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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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0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201 familia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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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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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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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Farsi 1 ['fa:si] n.波斯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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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feeling 1 ['fi:liŋ] n.感觉，触觉；感情，情绪；同情 adj.有感觉的；有同情心的；富于感情的 v.感觉；认为（feel的现在分词）；
触摸

207 feels 1 [fiː l] v. 感觉；觉得；触摸；摸起来；认为；摸索 n. 感觉；触觉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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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fidos 1 英 ['faɪdəʊ] 美 ['faɪdoʊ] n. 有铸造缺陷的硬币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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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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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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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findings 1 ['faɪndɪŋz] n. 调查(或研究)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.

214 first 2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215 focus 1 ['fəukəs] n.焦点；中心；清晰；焦距 vt.使集中；使聚焦 vi.集中；聚焦；调节焦距 n.(Focus)人名；(瑞典)福库斯

216 following 1 ['fɔləuiŋ] adj.下面的；其次的，接着的 n.下列事物；一批追随者 v.跟随；沿行（follow的ing形式）

217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218 for 18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19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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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0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221 foreign 1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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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forthright 1 [,fɔ:θ'rait] adj.直率的；直截了当的 adv.直率地；马上；立即 n.直路

224 forward 1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
225 found 1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226 frank 1 [fræŋk] adj.坦白的，直率的；老实的 n.免费邮寄特权 vt.免费邮寄

227 freedom 2 ['fri:dəm] n.自由，自主；直率 n.(Freedom)人名；(英)弗里德姆

228 French 1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
229 friend 1 [frend] n.朋友；助手；赞助者 n.(Friend)人名；(英)弗兰德

2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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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232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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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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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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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geography 1 [dʒi'ɔgrəfi] n.地理；地形

237 German 1 ['dʒə:mən] adj.德国的；德语的，德国人的 n.德语；德国人

238 get 4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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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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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goes 1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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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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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government 5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245 graphic 3 ['græfik] adj.形象的；图表的；绘画似的

246 great 2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247 greatest 1 ['greɪtɪst] adj. 最大的 形容词great的最高级.

248 Greek 2 [gri:k] n.希腊语；希腊人 adj.希腊的；希腊人的，希腊语的

249 greyhounds 1 n.灰狗，快速船( greyhound的名词复数 )

250 had 1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
251 haircut 1 ['hεəkʌt] n.理发；发型

252 ha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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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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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haven 1 ['heivən] n.港口；避难所，安息所 vt.为……提供避难处；安置……于港中 n.(Haven)人名；(英)黑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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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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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258 heard 2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2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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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hearkening 1 ['hɑ:kən] vi.倾听；听给予注意 vt.留心；听明白

261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262 help 1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2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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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

2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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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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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5 here 2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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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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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his 7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69 historian 2 [his'tɔ:riən] n.历史学家

270 historians 1 [hɪs'tɔː riənz] 历史学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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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historical 1 [his'tɔrikəl] adj.历史的；史学的；基于史实的

273 Hong 6 [hɔŋ] n.（中国、日本的）行，商行 n.(Hong)人名；(中)洪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鸿；(柬)洪

274 hospital 3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275 hotel 2 [həu'tel] n.旅馆，饭店；客栈 vt.使…在饭店下榻 vi.进行旅馆式办公 n.(Hotel)人名；(法)奥泰尔

276 hours 4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277 how 5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278 however 1 adv.无论如何；不管怎样（接副词或形容词）；然而；可是 conj.无论以何种方式;不管怎样

279 hub 1 [hʌb] n.中心；毂；木片 n.(Hub)人名；(捷)胡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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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hundred 1 ['hʌndrəd] n.一百；许多 adj.一百的；许多的 num.百；百个

282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283 Hungarian 5 [hʌŋ'gεəriən] adj.匈牙利的；匈牙利语的 n.匈牙利人；匈牙利语

284 Hungary 1 ['hʌŋgəri] n.匈牙利（欧洲国家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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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immersed 1 [i'mə:st] adj.浸入的；专注的 v.浸（immer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沉湎于

287 impacted 1 [im'pæktid] adj.压紧的；结实的；嵌入的；（人口）稠密的 v.装紧；挤满（impact的过去分词）

288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2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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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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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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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indicated 1 adj.表明的；指示的 v.表明（indicate的过去分词）；指出；显示

293 indicates 1 ['ɪndɪkeɪt] v. 指示；象征；显示；暗示，预示 v. 表明；指明

294 influence 2 ['influəns] n.影响；势力；感化；有影响的人或事 vt.影响；改变

295 information 2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296 inside 2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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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instance 1 ['instəns] n.实例；情况；建议 vt.举...为例

298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299 international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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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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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invade 2 [in'veid] vt.侵略；侵袭；侵扰；涌入 vi.侵略；侵入；侵袭；侵犯

302 Irish 1 ['aiəriʃ] adj.爱尔兰的；爱尔兰人的 n.爱尔兰人；爱尔兰语；爱尔兰

303 irregularities 1 [ɪreɡjʊ'lærɪtɪz] 谬误

304 is 1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305 isolation 1 ['aisə'leiʃən] n.隔离；孤立；[电]绝缘；[化学]离析

306 i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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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Italian 1 adj.意大利的；意大利语的；意大利文化的 n.意大利人；意大利语

308 its 8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309 jabs 1 [dʒæb] v. 刺；戳；猛击 n. 戳；刺；猛击 <口>注射

310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311 jingle 1 n.叮当声；节拍十分规则的简单诗歌 v.（使）叮当作响；具有简单而又引人注意的韵律

312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313 just 1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314 kinkade 8 金凯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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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knowing 1 ['nəuiŋ] adj.博学的；狡猾的；心照不宣的 n.认知 v.知道；认识；确信（know的ing形式）

317 Kong 6 [kɔŋ] n.钢；含锡砾石下的无矿基岩 n.(Kong)人名；(泰)空；(老、柬)贡

318 Kun 12 [kun] n.库恩（匈牙利共产党领袖）

319 landing 1 ['lændiŋ] n.登陆；码头；楼梯平台 v.登陆（land的ing形式） n.(Landing)人名；(冈、瑞典、塞内)兰丁

320 language 8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321 languages 3 ['læŋɡwɪdʒɪz] n. 语言 名词language的复数形式.

322 lasting 1 ['lɑ:stiŋ, 'læstiŋ] adj.持久的；永恒的 n.[纺]厚实斜纹织物 v.持续；维持（last的ing形式）

323 Laura 1 ['lɔ:rə] n.劳拉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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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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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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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7 legal 1 adj.法律的；合法的；法定的；依照法律的 n.(Legal)人名；(法)勒加尔

328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329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330 lifetime 1 ['laiftaim] n.一生；寿命；终生；使用期 adj.一生的；终身的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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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limit 2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333 li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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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listen 1 ['lisən] vi.听，倾听；听从，听信 n.听，倾听

335 literary 1 ['litərəri] adj.文学的；书面的；精通文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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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longer 2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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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looking 1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340 lorand 2 洛兰

341 lo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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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lucky 2 ['lʌki] adj.幸运的；侥幸的

343 luggage 1 ['lʌgidʒ] n.行李；皮箱

344 lynda 2 琳达（女子名）
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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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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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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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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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49 mandatory 1 ['mændətəri:, -,tɔ:ri] adj.强制的；托管的；命令的 n.受托者（等于mandatary）

350 manuscripts 1 ['mænjʊskrɪpts] 稿件

351 massive 1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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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2 may 5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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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meals 1 [miː lz] n. 伙食 名词meal的复数形式.

355 meat 1 [mi:t] n.肉，肉类（食用）

356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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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medicine 1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359 medieval 1 [,medi'i:vəl, ,mi:-] adj.中世纪的；原始的；仿中世纪的；老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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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meetings 1 ['miː tɪŋz] n. 会议 名词meeting的复数形式.

362 mental 1 ['mentəl] adj.精神的；脑力的；疯的 n.精神病患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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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mentions 1 ['menʃn] vt. 提到；说起 n. 提及；说起

365 messages 1 ['mesɪdʒɪz] n.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.

366 Mexico 3 ['meksikəu] n.墨西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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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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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minimum 1 ['miniməm] n.最小值；最低限度；最小化；最小量 adj.最小的；最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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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modern 2 ['mɔdən] adj.现代的，近代的；时髦的 n.现代人；有思想的人

372 Monday 2 ['mʌndi] n.星期一

373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374 more 6 [mɔ:] adv.更多；此外；更大程度地 adj.更多的；附加的 pron.更多的数量 n.更多 n.(More)人名；(英、法)莫尔；(意、西、
以)莫雷

375 mo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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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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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78 movies 1 [muːvɪz] n. 电影；电影业；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.

379 MRI 1 abbr.核磁共振成像（MagneticResonanceImaging）；机读信息（MachineReadableInformation）；中等度肾功能不全
（ModerateRenalInsufficiency）

380 much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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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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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mystery 2 [英 [ˈmɪstri] 美 [ˈmɪstəri]] n.秘密，谜；神秘，神秘的事物；推理小说，推理剧；常作mysteries秘技，秘诀

383 nation 2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384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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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387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388 negativ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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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neuroscientist 1 [,njuərəu'saiəntist] n.神经系统科学家

390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91 new 3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3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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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3 night 2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3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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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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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nonsense 2 ['nɔnsəns] n.胡说；废话 adj.荒谬的 int.胡说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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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7 not 9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98 now 4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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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official 2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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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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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Older 2 ['əʊldər] adj. 年长的

404 oldest 2 ['əuldist] adj.最老的（old的最高级）；最旧的

405 omicron 2 n.希腊字母第15字

4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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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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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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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ones 2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410 only 1 ['əunli] adv.只，仅仅；不料 adj.唯一的，仅有的；最合适的 conj.但是；不过；可是

411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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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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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4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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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outcome 1 ['autkʌm] n.结果，结局；成果

416 over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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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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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owner 2 ['əunə] n.[经]所有者；物主

419 owners 1 ['əʊnəz] 业主
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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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
422 paralyzed 1 ['pærəlaizd] adj.瘫痪的；麻痹的 v.使麻痹；使无力；使失去勇气（paralyze的过去分词）

4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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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participants 1 [pɑ 'ːtɪsɪpənts] adj. 有份的；n

425 parts 2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426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4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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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patterns 1 ['pætənz] n. 式样；图案；样式；模式 名词的pattern复数形式.

4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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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people 8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431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
432 Persian 1 猫老大

433 phase 1 n.月相 n.（月亮的）盈亏 n.时期

434 phases 2 ['feɪzɪz] n. 时期；局面；阶段 名词phase的复数形式.

4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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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6 picking 1 ['pikiŋ] n.采摘；掘，撬开；采得物；赃物 v.采摘，挑选，挑惕（pick的ing形式）

4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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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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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39 please 1 [pli:z] vt.使喜欢；使高兴，使满意 vi.讨人喜欢；令人高兴 int.请（礼貌用语）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4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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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Portuguese 1 [,pɔ:tju'gi:z; -'gi:s] adj.葡萄牙的；葡萄牙人的；葡萄牙语的 n.葡萄牙语；葡萄牙人

442 positioned 1 [pə'zɪʃənd] adj. 放置的 动词positi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43 positive 3 ['pɔzətiv, -zi-] adj.积极的；[数]正的，[医][化学]阳性的；确定的，肯定的；实际的，真实的；绝对的 n.正数；[摄]正片

4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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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pray 1 [prei] vt.祈祷；恳求；央求 vi.祈祷；请；恳求 n.(Pray)人名；(匈)普劳伊；(英)普雷

446 prayer 1 [preə] n.祈祷，祷告；恳求；祈祷文

447 preparing 1 [prɪ'peərɪŋ] adj. 准备的；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.

448 present 1 ['prezənt, pri'zent] vt.提出；介绍；呈现；赠送 vi.举枪瞄准 adj.现在的；出席的 n.现在；礼物；瞄准

449 previous 1 ['pri:vjəs] adj.以前的；早先的；过早的 adv.在先；在…以前

4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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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protests 1 英 ['prəʊtest] 美 ['proʊtest] n. 抗议；反对 v. 抗议；反对；申明；断言

452 protocols 1 [p'rəʊtəkɒlz] n. 外交礼仪；草案；协议；规章制度（名词protocol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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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4 psychiatrist 2 [sai'kaiətrist] n.精神病学家，精神病医生

455 pups 1 [pʌp] n. 小狗；小海豹；小伙子

4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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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7 quarantine 2 ['kwɔrənti:n] vt.检疫；隔离；使隔离 n.检疫；隔离；检疫期；封锁 vi.实行隔离

458 quarantines 1 英 ['kwɒrəntiː n] 美 ['kwɔː rəntiː n] n. 隔离；检疫期间；封锁交通；四十天 vt. 检疫；停止交涉 vi. 检疫

459 quietly 1 ['kwaiətli] adv.安静地；秘密地；平稳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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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1 really 3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462 reason 1 ['ri:zən] n.理由；理性；动机 vi.推论；劝说 vt.说服；推论；辩论 n.(Reason)人名；(英)里森

463 recent 2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464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465 recovered 1 [rɪ'kʌvəd] adj. 恢复的 动词reco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66 reduces 1 英 [rɪ'djuːs] 美 [rɪ'duːs] v. 减少；缩小；使落魄；简化；还原

467 refer 1 [ri'fə:] vi.参考；涉及；提到；查阅 vt.涉及；委托；归诸于；使…求助于

468 references 2 ['refrəns] n. 参考；参照；出处；推荐人；推荐函 v. 注明出处；附参考资料

469 referred 1 [rɪ'fɜ rːɪd] v. 归类(谈及；送交；参考；指点；折合) 动词re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70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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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2 release 1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473 renaissance 1 [ri'neisns] n.新生；再生；复活

4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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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5 reported 1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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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7 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478 researchers 2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479 responded 1 英 [rɪ'spɒnd] 美 [rɪ'spɑːnd] v. 回答；响应；反应；反应灵敏；反响 n. [建]壁联；[宗]应唱圣歌

480 responses 1 [rɪs'pɒnsɪz] 名词response的复数形式

481 restrictions 2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482 result 1 [ri'zʌlt] n.结果；成绩；答案；比赛结果 vi.结果；导致；产生

483 results 2 [rɪ'zʌlts] n. 结果

484 Ripley 8 n.里普利（男子名）；天才雷普利（歌曲名）

485 room 1 n.房间；空间；余地；机会；房间里所有的人 vt.为…提供住处；租房，合住；投宿，住宿；留…住宿 vi.居住；住宿 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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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英）鲁姆（人名）；（俄）罗姆（人名）

486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4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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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8 Russia 10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489 Russian 2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490 said 1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
拉伯)赛义德

4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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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2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93 scanner 1 ['skænə] n.[计]扫描仪；扫描器；光电子扫描装置

494 scanning 1 ['skæniŋ] n.扫描；[计]搜索，观测；扫掠 adj.扫描的；观测的；搜索的；扫掠的 v.扫描（scan的现在分词）；浏览

495 scans 1 n. 达成必须技能秘书委员会(=Secretary's Commission on Achieving Necessary Skills)

496 scheduled 1 英 ['ʃedju lːd] 美 ['skedʒəld] adj. 预定的；预先安排的 动词schedu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97 scholars 1 [s'kɒləz] n. 学者；专家；士人；学生 名词schola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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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9 scrambled 1 [sk'ræmbld] n. <港台>密码形式；<大陆>加密偏码；扰频 v. 争夺；攀登；搅拌，炒（scramb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
词）

500 second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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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1 security 1 [si'kjuəriti] n.安全；保证；证券；抵押品 adj.安全的；保安的；保密的

502 see 2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5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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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04 seen 2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505 self 1 [self] n.自己，自我；本质；私心 adj.同一的 vt.使自花授精；使近亲繁殖 vi.自花授精 n.(Self)人名；(英)塞尔夫

506 sense 2 n.感觉，功能；观念；道理；理智 vt.感觉到；检测 n.森斯（人名）

507 set 1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508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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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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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1 sharing 1 英 ['ʃeərɪŋ] 美 ['ʃerɪŋ] n. 共享；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.

5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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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13 shepherds 2 英 ['ʃepəd] 美 ['ʃepərd] n. 牧羊者；牧师；指导者 v. 牧羊；照看；引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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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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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6 shut 1 [ʃʌt] vt.关闭；停业；幽禁 vi.关上；停止营业 n.关闭 adj.关闭的；围绕的 n.(Shut)人名；(俄)舒特；(中)室(广东话·威妥玛)

517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518 sleep 10 [sli:p] vi.睡，睡觉 n.睡眠 n.(Sleep)人名；(英)斯利普

519 sleeping 4 ['sli:piŋ] adj.睡着的 n.睡眠

520 slept 2 [slept] v.睡觉（sl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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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social 3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523 some 3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
>稍微

5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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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5 sort 1 [sɔ:t] n.种类；方式；品质 vi.分类；协调；交往 vt.将…分类；将…排序；挑选出某物

526 source 1 [sɔ:s] n.来源；水源；原始资料 n.(Source)人名；(法)苏尔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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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7 spaniels 1 n.獚狗，西班牙猎狗( spaniel的名词复数 )

528 Spanish 7 ['spæniʃ] adj.西班牙的；西班牙人的；西班牙语的 n.西班牙语；西班牙人

529 speak 2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
530 speaking 6 ['spi:kiŋ] adj.演讲的；富于表情的，雄辩的 n.说话；演讲 v.讲（speak的ing形式）

531 speech 3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
532 spend 2 [spend] vt.度过，消磨（时光）；花费；浪费；用尽 vi.花钱；用尽，耗尽 n.预算

533 spoken 3 ['spəukən] adj.口语的，口头的 v.说（speak的过去分词）

534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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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6 stay 3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5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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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8 strangers 1 [st'reɪndʒəz] n. 陌生人；外地人；新手（stranger的复数形式）

539 stress 2 [stres] n.压力；强调；紧张；重要性；重读 vt.强调；使紧张；加压力于；用重音读 n.(Stress)人名；(意)斯特雷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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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1 struggles 1 ['strʌɡl] vi. 努力；奋斗；斗争；挣扎 n. 斗争；竞争；奋斗

542 stuck 1 [stʌk] v.刺（stick的过去式） adj.被卡住的；不能动的 n.(Stuck)人名；(德)施图克；(英)斯塔克

543 studied 1 ['stʌdid] adj.有计划的；故意的 v.学习（study的过去式）

544 study 2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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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6 supports 2 [sə'pɔː ts] n. 支持

547 supposed 1 [sə'pəuzd] adj.假定的；被信以为真的；想象上的 v.假定（suppose的过去分词）

548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549 symptoms 1 ['sɪmptəmz] n. 症候 名词symptom的复数形式.

5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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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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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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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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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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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5 talks 1 ['tɔː ks] 会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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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7 tech 1 [tek] n.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.技术（technology）；技术员（technician） n.(Tech)人名；(柬)德

558 ten 1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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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0 territory 1 ['teritəri] n.领土，领域；范围；地域；版图

561 test 3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562 tested 2 ['testid] adj.经受过考验的；经验定的 v.考验（test的过去分词）；测验

563 testing 1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
564 texts 2 ['teksts] n. 正文；原文；课文；课本 名词text的复数形式.

5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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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6 thank 2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567 that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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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8 the 7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69 their 2 [ðεə, 弱ðər] pron.他们的，她们的；它们的 n.(Their)人名；(英)蒂尔；(芬、瑞典)泰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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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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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2 theorized 1 英 ['θɪəraɪz] 美 ['θiː əraɪz] v. 推理；建立理论；理论化 =theorise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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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3 theory 2 ['θiəri, 'θi:ə-] n.理论；原理；学说；推测

574 there 9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75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76 they 18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77 think 5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578 thirteen 1 ['θə:'ti:n] n.十三；十三岁；十三个 num.十三 adj.十三的；十三个的

579 this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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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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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81 thousand 1 ['θauzənd] n.一千；一千个；许许多多 adj.成千的；无数的

582 throug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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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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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4 ti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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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5 to 4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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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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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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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8 total 1 ['təutəl] adj.全部的；完全的；整个的 vt.总数达 vi.合计 n.总数，合计 n.(Total)人名；(法、德)托塔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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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0 traumatic 2 adj.（心理）创伤的 adj.（生理）外伤的

591 travel 2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592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93 troops 2 n.[军]部队；[军]军队（troop的复数形式）

594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
595 try 1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5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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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7 two 5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98 Ukraine 7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599 Ukrainian 2 [ju:'kreiniən; -'krai-] adj.乌克兰的；乌克兰人的 n.乌克兰人；乌克兰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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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1 uniquely 1 [ju:'ni:kli] adv.独特地；珍奇地

602 university 3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603 unless 1 [ən'les] conj.除非，如果不 prep.除…之外

6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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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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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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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7 vaccinated 1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608 variant 1 ['vεəriənt] adj.不同的；多样的 n.变体；转化

609 ve 5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610 versus 2 ['və:səs] prep.对；与...相对；对抗

6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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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2 videotape 4 ['vidiəuteip] n.录像带 vt.将…录到录像带上

613 Virginia 2 [və(:)'dʒinjə] n.弗吉尼亚（女子名）；弗吉尼亚州 adj.弗吉尼亚州的

614 viruses 1 ['vaɪərəsɪz] n. 病毒 名词virus的复数形式.

615 visitors 1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616 vitals 1 ['vaitəlz] n.命脉（vital的复数）；（人体的）重要器官；要害

617 vizsla 1 ['viʒlə] n.维希拉猎犬（一种匈牙利种猎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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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8 voice 3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619 wait 1 [weit] vt.等候；推迟；延缓 vi.等待；耽搁；伺候用餐 n.等待；等候 n.(Wait)人名；(英)韦特；(捷)魏特

620 waiting 1 ['weitiŋ] n.等待；服侍 adj.等待的；服侍的 v.等待；伺候（wait的ing形式）；延缓 n.(Waiting)人名；(英)韦廷

621 wakeup 2 唤醒

622 want 1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
623 wants 2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624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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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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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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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8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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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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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30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631 Weeks 1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6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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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3 w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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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4 went 1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635 were 5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636 west 1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637 wester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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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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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9 when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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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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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1 which 3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642 whi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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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3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644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6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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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6 with 10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6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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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8 woke 1 v.唤醒；激发；使…复活（wake的过去式） adj.（美）警觉的

649 wolfhounds 1 n.猎狼犬( wolfhound的名词复数 )

650 wondering 1 ['wʌndəriŋ] adj.疑惑的；觉得奇怪的 v.想知道（wonder的ing形式）；惊奇

651 wong 3 n.黄（姓氏）；王（姓氏）；汪（姓氏）

652 words 2 [wə:dz] n.[计]字（word的复数）；话语；言语 v.用言语表达（word的三单形式）

653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654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655 worry 1 ['wʌri, 'wə:ri] n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 vt.担心；发愁；折磨 vi.担心；烦恼；撕咬

656 wo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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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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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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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9 written 1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
660 yeah 1 [jεə] adv.是 int.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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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2 yesterday 1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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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63 you 12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664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665 YouTube 1 英 ['ju tːjuːb] 美 ['ju tːuːb] n.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

666 zero 1 ['ziərəu, 'zi:rəu] n.零点，零度 num.零 n.(Zero)人名；(意)泽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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