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1-14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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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bo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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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bsorbs 1 英 [əb'sɔː b] 美 [əb'sɔː rb] vt. 吸收；吸引 ... 的注意；吞并；承受

5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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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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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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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0 a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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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irliners 1 n.客机，班机( airliner的名词复数 )

13 a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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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llows 1 [ə'laʊz] 允许

15 almost 2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6 also 5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7 altogether 1 [,ɔ:ltə'geðə] adv.完全地；总共；总而言之 n.整个；裸体

18 American 5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9 american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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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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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24 announced 1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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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partment 1 [ə'pɑ:tmənt] n.公寓；房间

27 applied 2 [ə'plaid] adj.应用的；实用的 v.应用；实施（apply的过去分词）；敷上

28 approaches 1 英 [ə'prəʊtʃ] 美 [ə'proʊtʃ] v. 靠近；接近；接洽；要求；达到；动手处理 n. 途径；方法；接近；接洽；要求；路径；
进场着陆；相似的事物

29 architect 1 ['ɑ:kitekt] n.建筑师 缔造者

30 architects 4 建筑师

31 a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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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 aren 1 阿伦

33 around 2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34 a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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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Asia 1 ['eiʃə] n.亚洲

36 aspiration 1 n.渴望；抱负；送气；吸气；吸引术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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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 attempts 1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
39 awesome 1 [英['ɔː s(ə)m] 美['ɔsəm]] adj.令人敬畏的；使人畏惧的；可怕的；极好的

40 basement 1 ['beismənt] n.地下室；地窖

41 be 7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42 beach 1 [bi:tʃ] n.海滩；湖滨 vt.将…拖上岸 vi.搁浅；定居 n.(Beach)人名；(英)比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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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beat 1 [bi:t] vt.打；打败 vi.打；打败；拍打；有节奏地舒张与收缩 n.拍子；敲击；有规律的一连串敲打 adj.筋疲力尽的；疲惫不
堪的 n.(Beat)人名；(德)贝亚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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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edroom 1 ['bedru(:)m] n.卧室 adj.两性关系的；城郊住宅区的

46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47 began 2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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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between 1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50 biden 4 n. 拜登(姓氏)

51 bi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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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2 boat 1 [bəut] n.小船；轮船 vi.划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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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building 7 ['bildiŋ] n.建筑；建筑物 v.建筑；建立；增加（build的ing形式）

55 buildings 2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56 burj 1 n. 迪拜塔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大厦名）

57 business 1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58 businesses 4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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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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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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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64 carol 1 ['kærəl] vi.欢乐地歌唱；唱耶诞颂歌 n.颂歌，赞美诗；欢乐之歌 vt.欢唱；歌颂 n.(Carol)人名；(英)卡罗尔，卡萝尔(女名)

65 Carolina 1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66 caught 1 [kɔ:t] v.捕捉（catch的过去分词）

67 cause 1 [kɔ:z] n.原因；事业；目标 vt.引起；使遭受

68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69 center 1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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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century 3 ['sentʃuri] n.世纪，百年；（板球）一百分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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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chan 3 [tʃæn] n.通道（槽，沟） n.(Chan)人名；(法)尚；(缅)钱；(柬、老、泰)占

74 charge 1 [tʃɑ:dʒ] n.费用；电荷；掌管；控告；命令；负载 vt.使充电；使承担；指责；装载；对…索费；向…冲去 vi.充电；控
告；索价；向前冲；记在账上 n.(Charge)人名；(法)沙尔热；(英)查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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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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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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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Cincinnati 1 [,sinsi'næti] n.辛辛那提（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）

79 Cities 4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80 city 3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81 civilizations 1 [sɪvɪlaɪ'zeɪʃnz] n. 文明

82 climbed 1 [klaɪm] v. 攀登；爬；上升 n. 爬；攀爬处

83 clip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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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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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club 1 [klʌb] n.俱乐部，社团；夜总会；棍棒；（扑克牌中的）梅花 vt.用棍棒打；募集 vi.集资；组成俱乐部 adj.俱乐部的 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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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lub)人名；(英)克拉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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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comes 1 ['kɔmis] v.来自；从…来（come的三单形式） n.伴引血管；伴星 n.(Comes)人名；(法)科姆；(德、西、意)科梅斯

88 competition 1 [,kɔmpi'tiʃən] n.竞争；比赛，竞赛

89 complicated 1 ['kɔmplikeitid] adj.难懂的，复杂的

90 concentrated 1 ['kɔnsəntreitid] adj.集中的；浓缩的；全神贯注的 v.集中（concentrate的过去分词）

91 concerning 3 [kən'sə:niŋ] prep.关于；就…而言 v.涉及；使关心（concern的ing形式）；忧虑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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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conditioning 1 n.调节；条件作用；整修；训练，健身训练 v.以…为条件（condition的ing形式）

94 connected 1 [kə'nektid] adj.[计]连接的；有联系的；连贯的 v.连接（connect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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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constrains 1 [kən'streɪn] vt. 强迫；限制

97 construction 2 [kən'strʌkʃən] n.建设；建筑物；解释；造句

98 contribute 1 vt.贡献，出力；投稿；捐献 vi.贡献，出力；投稿；捐献 [过去式contributed过去分词contributed现在分词contributing]

99 contributed 1 [kən'trɪbju tː] vt. 捐助；投稿 vi. 投稿；贡献；是原因之一

100 cooperate 1 [kəu'ɔpəreit] vi.合作，配合；协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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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coral 1 ['kɔ:rəl] n.珊瑚；珊瑚虫 adj.珊瑚的；珊瑚色的 n.(Coral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、葡)科拉尔

103 corners 3 英 ['kɔː nə(r)] 美 ['kɔː rnər] n. 角落；转角；困境 v. 将 ... 逼入困境；转弯；垄断 adj. 位于角落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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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counter 1 [英 [ˈkaʊntə(r)] 美 [ˈkaʊntɚ] n.柜台；对立面；计数器；（某些棋盘游戏的）筹码 vt.反击，还击；反向移动，对着干；
反驳，回答 vi.逆向移动，对着干；反驳 adj.相反的 adv.反方向地；背道而驰地

106 countr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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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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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court 5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(法)库尔

109 covid 3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10 cracks 1 [kræk] v. 破裂；砸开；发出爆裂声；撞击；破解；变嘶哑；崩溃；制裁；<非正式>开玩笑 n. 裂缝；裂痕；爆裂声；猛
击；尝试；俏皮话 adj. 训练有素的

111 creative 1 [kri'eitiv] adj.创造性的

112 culture 2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113 curtain 1 ['kə:tən] n.幕；窗帘 vt.遮蔽；装上门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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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cutting 1 ['kʌtiŋ] n.[机]切断；剪辑；开凿 adj.锋利的；严寒的；尖酸刻薄的 v.削减（cut的ing形式）；采伐；切开 n.(Cutting)人
名；(英)卡廷

116 dampener 1 ['dæmpənə] n.令人扫兴的人；[航][电子][机]阻尼器（等于damper）

117 days 1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118 decision 2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119 defeat 1 vt.击败，战胜；挫败；使…失败 n.失败的事实；击败的行为

120 demonstration 1 [,demən'streiʃən] n.示范；证明；示威游行

121 desert 1 ['dezət] vt.遗弃；放弃；逃跑 vi.遗弃；开小差；逃掉 n.沙漠；荒原；应得的赏罚 adj.沙漠的；荒凉的；不毛的

122 design 4 [di'zain] vt.设计；计划；构思 n.设计；图案 vi.设计

123 developing 1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124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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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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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disagreement 1 [,disə'gri:mənt] n.不一致；争论；意见不同

128 dissent 1 [di'sent] vi.不同意；不信奉国教 n.异议；（大写）不信奉国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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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distinct 1 [dis'tiŋkt] adj.明显的；独特的；清楚的；有区别的

130 distress 2 [di'stres] n.危难，不幸；贫困；悲痛 vt.使悲痛；使贫困

131 dolphin 4 ['dɔlfin] n.海豚 n.(Dolphin)人名；(英)多尔芬

132 dominate 1 ['dɔmineit] vt.控制；支配；占优势；在…中占主要地位 vi.占优势；处于支配地位

1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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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4 door 1 [dɔ:] n.门；家，户；门口；通道 n.(Door)人名；(英)多尔

135 double 1 ['dʌbl] n.两倍；双精度型 adj.双重的；两倍的 vi.加倍，加倍努力；快步走 vt.使加倍 adv.双重地；两倍地；弓身地 n.
(Double)人名；(法)杜布勒；(英)道布尔

136 d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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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Dubai 1 [英 [ˈdju:bai] 美 [duˈbaɪ]] n.迪拜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酋长国之一）；迪拜港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港市）

138 duwamish 1 n. 杜瓦米什人(原来居住在华盛顿的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小部族名)

139 earth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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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earthquakes 1 ['ɜːθkweɪks] n. 地震 名词earthquake的复数形式.

141 e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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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143 economy 2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144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145 effective 1 [i'fektiv] adj.有效的，起作用的；实际的，实在的；给人深刻印象

146 efficiently 1 [i'fiʃəntli] adv.有效地；效率高地（efficient的副词形式）

147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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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either 2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150 elevator 1 ['eliveitə] n.电梯；升降机；升降舵；起卸机

151 emissions 1 [i'mɪʃn] n. 散发；发行；排放

152 empire 1 ['empaiə] n.帝国；帝王统治，君权 n.(Empire)人名；(法)昂皮尔

153 employ 1 [im'plɔi] vt.使用，采用；雇用；使忙于，使从事于 n.使用；雇用

154 employees 2 [ˌemplɔɪ'iː 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
155 enable 1 [i'neibl] vt.使能够，使成为可能；授予权利或方法

156 encourages 1 英 [ɪn'kʌrɪdʒ] 美 [ɪn'kɜ rːɪdʒ] vt. 鼓励；促进；支持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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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engineers 1 英 [ˌendʒɪ'nɪə(r)] 美 [ˌendʒɪ'nɪr] n. 工程师；机(械)师 vt. 设计；建造；策划

159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160 era 1 ['iərə, 'εərə] n.时代；年代；纪元 n.(Era)人名；(意、芬、印)埃拉

161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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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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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every 3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165 exaggerated 1 [ig'zædʒəreitid] adj.夸张的，言过其实的 v.夸张，夸大（exaggerate的过去式）

166 examine 1 [ig'zæmin] vt.检查；调查；检测；考试 vi.检查；调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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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extreme 1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
169 faceted 1 ['fæsɪtɪd] adj. 有小面的；分成块面的

170 facilities 2 [fə'sɪlɪtɪz] n. 设施；设备；工具 名词facility的复数形式.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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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fascination 1 [fæsi'neiʃən] n.魅力；魔力；入迷

173 Fayetteville 1 ['feietvil] n.费耶特维尔（美国北卡罗亚纳州南部城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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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 Federal 1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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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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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fin 1 [fin] n.鳍；鱼翅；鳍状物 vt.切除鳍；装上翅 vi.猛挥鳍；潜泳 n.(Fin)人名；(法)芬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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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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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fishing 1 ['fiʃiŋ] n.渔业；捕鱼（术）；试探；装配 adj.钓鱼的；钓鱼用的 v.捕鱼（fish的ing形式）

181 flex 1 ['fleks] vt.折曲；使收缩 vi.弯曲；收缩 n.屈曲；电线；松紧带 adj.弹性工作制的 n.(Flex)人名；(意)弗莱克斯；(法)弗莱

182 flexibility 1 [,fleksi'biliti] n.灵活性；弹性；适应性

183 floor 1 [flɔ:] n.地板，地面；楼层；基底；议员席 vt.铺地板；打倒，击倒；（被困难）难倒

184 Florida 1 ['flɔridə] n.佛罗里达（美国东南部的州）

185 fluke 1 [fluk] n.侥幸；锚爪；意外的挫折 vt.侥幸成功；意外受挫 vi.侥幸成功 n.(Fluke)人名；(英)弗卢克

186 focused 1 英 ['fəʊkəst] 美 ['foʊkəst] adj. 聚焦的；集中的 动词focu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87 footprint 1 ['futprint] n.足迹；脚印

188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89 forever 1 [fə'revə] adv.永远；不断地；常常

1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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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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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frame 1 [freim] n.框架；结构；[电影]画面 vt.设计；建造；陷害；使…适合 vi.有成功希望 adj.有木架的；有构架的 n.(Frame)人
名；(英)弗雷姆

193 free 3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194 fresh 1 [freʃ] adj.新鲜的；清新的；淡水的；无经验的 n.开始；新生；泛滥 adv.刚刚，才；最新地

195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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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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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fully 2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199 funding 2 ['fʌndiŋ] n.提供资金；用发行长期债券的方法来收回短期债券 v.提供资金；积存（fund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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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gas 1 [gæs] n.气体；[矿业]瓦斯；汽油；毒气 vt.加油；毒（死） vi.加油；放出气体；空谈 n.(Ga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加斯

202 gave 2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203 get 5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04 gets 2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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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giant 1 ['dʒaiənt] n.巨人；伟人；[动]巨大的动物 adj.巨大的；巨人般的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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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glass 2 [glɑ:s, glæs] n.玻璃；玻璃制品；镜子 vt.反映；给某物加玻璃 vi.成玻璃状 n.(Gl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)格拉斯

209 gods 1 ['ɡɒdz] n. <非正>最高层楼座

210 going 1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211 go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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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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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government 7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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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greenhouse 1 ['gri:nhaus] n.温室 造成温室效应的

216 groun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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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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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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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8 happening 1 ['hæpəniŋ] n.事件；意外发生的事 v.发生；碰巧（happen的ing形式）

219 happy 1 ['hæpi] adj.幸福的；高兴的；巧妙的 n.(Happy)人名；(英、瑞典、喀)哈皮

220 ha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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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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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223 healthcare 3 ['helθkeə] 保健

224 heat 1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
225 heavy 1 adj.沉重的；繁重的，巨大的；拥挤的；阴沉的 n.重物；严肃角色 adv.大量地；笨重地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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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hel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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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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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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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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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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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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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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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hitching 1 ['hɪtʃɪŋ] n. 系留

236 hits 1 [hɪts] n. [计]采样数 名词hit的复数形式.

237 holiday 1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
238 Hon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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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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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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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242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243 if 2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44 II 1 abbr.微光（ImageIntensification）

245 immoral 1 ['imɔrəl] adj.不道德的；邪恶的；淫荡的

246 in 3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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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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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inches 2 [ɪntʃ] n. 英寸；少量 v. 慢慢移动 （复）inches: 身高.

249 Indian 1 ['indiən] adj.印度的；印第安人的；印第安语的 n.印度人；印第安人；印第安语

250 installing 1 [ɪns'tɔː lɪŋ] n. 安装；任命 动词install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51 intimately 1 ['intimitli] adv.熟悉地；亲切地；私下地

252 int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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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invention 1 [in'venʃən] n.发明；发明物；虚构；发明才能

254 is 18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55 it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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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Italy 1 ['itəli] n.意大利（欧洲南部国家）

257 its 6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58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259 January 2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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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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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261 jobs 1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262 jr 1 abbr. （父子同名时；用于儿子姓名后）小(=Junior) abbr. 杂志；期刊(=Journal)

263 justices 2 [d'ʒʌstɪsɪz] 公平

264 kellam 1 n. 凯拉姆

265 khalifa 1 [kæ'liː fæ] n. (=caliph)哈里发(伊斯兰教国家政教领袖的尊称)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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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king 1 [英[kɪŋ] 美[kɪŋ]] n.国王；最有势力者；王棋 vi.统治；做国王 vt.立…为王 adj.主要的，最重要的，最大的 n.(King)人名；
(德、英、葡、捷、西)金；(中)金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泰)京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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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Kong 2 [kɔŋ] n.钢；含锡砾石下的无矿基岩 n.(Kong)人名；(泰)空；(老、柬)贡

270 land 2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271 landmark 1 n.[航]陆标；地标；界标；里程碑；纪念碑；地界标；划时代的事 adj.有重大意义或影响的 n.（瑞典、挪）兰德马
克（人名）

272 laurels 1 ['lɒrəlz] n. 荣誉 名词laurel的复数形式.

273 layered 1 ['leiəd] adj.分层的；层状的 v.分层堆积；用压条法培植（layer的过去分词）

274 leader 2 ['li:də] n.领导者；首领；指挥者 n.(Leader)人名；(英)利德

275 leaned 1 [li:nd] v.倾身；依靠；使…瘦弱（lean的过去分词）

276 leaning 2 ['li:niŋ] n.倾向，爱好；倾斜 v.倚靠（lean的ing形式） n.(Leaning)人名；(英)利宁

277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278 level 1 ['levəl] n.水平；标准；水平面 adj.水平的；平坦的；同高的 vi.瞄准；拉平；变得平坦 vt.使同等；对准；弄平 n.(Level)人
名；(法)勒韦尔

279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280 lik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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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lip 1 [lip] n.嘴唇；边缘 vt.以嘴唇碰 adj.口头上的 vi.用嘴唇 n.(Lip)人名；(法)利普；(中)猎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利；(东南亚国家
华语)立

282 little 2 ['litl] adj.小的；很少的；短暂的；小巧可爱的 adv.完全不 n.少许；没有多少；短时间 n.(Little)人名；(英)利特尔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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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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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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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long 1 n.长时间；[语]长音节；（服装的）长尺寸；长裤 adj.长的；过长的；做多头的；长时间的；冗长的，长音 vi.渴望；热
望 adv.长期地；始终 n.（英、法、德、瑞典）朗（人名）；（柬）隆（人名）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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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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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lot 2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290 Luther 1 ['lju:θə] n.卢瑟（男子名）

291 made 2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292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2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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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mal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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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mammal 2 ['mæməl] n.[脊椎]哺乳动物

296 mandate 3 ['mændeit] n.授权；命令，指令；委托管理；受命进行的工作 vt.授权；托管

297 mandates 3 ['mændeɪt] n. 命令；指令；要求；授权 v. 把(某一地区)置于委任管理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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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marine 2 [mə'ri:n] adj.船舶的；海生的；海产的；航海的，海运的 n.海运业；舰队；水兵；（海军）士兵或军官 n.(Marine)人
名；(西)马里内；(英)马林

300 martin 1 ['mɑ:tin] n.紫崖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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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1 masonry 1 ['meisənri] n.石工；石工行业；石造建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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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meaning 1 ['mi:niŋ] n.意义；含义；意图 adj.意味深长的 v.意味；意思是（mean的ing形式）

304 Medicaid 1 ['medi,keid] n.（美）医疗补助计划

305 medicare 1 ['medi'kεə] n.（美、加）医疗保险（等于medicare）

306 melon 1 ['melən] n.瓜；甜瓜；大肚子；圆鼓鼓像瓜似的东西 n.(Melon)人名；(意、西、葡)梅隆

307 Miami 1 n.迈阿密（美国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市）

308 middle 2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309 millennium 2 [mi'leniəm] n.千年期，千禧年；一千年，千年纪念；太平盛世，黄金时代

310 million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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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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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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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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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modernity 1 [mɔ'də:nəti] n.现代性；现代的东西；新式

315 Monday 1 ['mʌndi] n.星期一

316 mo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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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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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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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movement 1 ['mu:vmənt] n.运动；活动；运转；乐章

320 museum 1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3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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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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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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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namesake 1 ['neimseik] n.名义；同名物；同名的人

325 nationwide 1 ['neiʃənwaid] adj.全国范围的；全国性的 adv.在全国

326 nativ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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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natural 1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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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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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negotiations 1 [nɪɡəʊʃ'ɪeɪʃnz] n. 协商；谈判；磋商 名词negotiation的复数形式.

331 net 3 [net] n.网；网络；净利；实价 vi.编网 vt.得到；净赚；用网捕 adj.纯粹的；净余的 n.(Net)人名；(法)内

332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33 new 4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334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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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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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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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north 2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339 not 5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40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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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of 37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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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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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officer 1 ['ɔfisə, 'ɔ:-] n.军官，警官；公务员，政府官员；船长 vt.指挥 n.(Officer)人名；(英)奥菲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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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6 Ohio 1 [əu'haiəu] n.俄亥俄州（美国一个州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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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O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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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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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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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onto 1 ['ɔntu, -tə] prep.在…之上；对…了解；映射到…上 adj.映射的；自身的；映成的

352 open 1 ['əupən] adj.公开的；敞开的；空旷的；坦率的；营业着的 vi.开始；展现 vt.公开；打开 n.公开；空旷；户外

353 opened 1 v.打开，开启（open过去分词形式） adj.开的

354 option 1 ['ɔpʃən] n.[计]选项；选择权；买卖的特权

355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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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57 o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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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outer 1 ['autə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远离中心的 n.环外命中

3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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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overview 1 ['əuvəvju:] n.[图情]综述；概观
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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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owners 1 ['əʊnəz] 业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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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patient 1 adj.有耐心的，能容忍的 n.病人；患者 n.(Patient)人名；(法)帕蒂安

365 patrol 1 [pə'trəul] n.巡逻；巡逻队；侦察队 vt.巡逻；巡查 vi.巡逻；巡查
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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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pectoral 1 ['pektərəl] adj.胸的；肺病的 n.胸饰；治疗胸肺药物

368 Pennsylvania 1 [,pensil'veinjə] n.宾夕法尼亚州（美国州名）

369 people 2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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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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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373 pile 1 [pail] n.堆；大量；建筑群 vt.累积；打桩于 vi.挤；堆积；积累 n.(Pile)人名；(西)皮莱；(英)派尔

374 Pisa 1 ['pi:zə] n.比萨（意大利城市）

375 Pittsburgh 1 ['pitsbə:g] n.匹兹堡（美国一座城市）

376 place 1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377 police 1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
378 policy 1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379 possibilities 1 英 [ˌpɒsə'bɪləti] 美 [ˌpɑːsə'bɪləti] n. 可能；可能性；可能的事情；潜在的价值
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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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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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pow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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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384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385 prevented 1 [prɪ'vent] v. 预防；防止，阻止；挡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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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problem 1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388 projec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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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projects 1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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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0 public 1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391 pulled 1 ['pʊld] adj. 牵引的 v. 拉；拖；牵；拔（动词pu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3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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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3 quarrel 1 ['kwɔ:rəl] vi.吵架；争论；挑剔 n.吵架；反目；怨言；争吵的原因；方头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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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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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397 RDS 1 关系数据系统

3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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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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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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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realm 1 [relm] n.领域，范围；王国

402 receive 1 [ri'si:v] vt.收到；接待；接纳 vi.接收

403 redefined 1 ['riː dɪ'faɪnd] adj. 重新定义的 动词redef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04 reduce 1 [ri'dju:s, -'du:s] vt.减少；降低；使处于；把…分解 vi.减少；缩小；归纳为

405 reinforced 1 adj.加固的；加强的；加筋的 v.加强；增援（reinforce的过去分词）

406 removal 1 [ri'mu:vəl] n.免职；移动；排除；搬迁

407 repair 2 [ri'pεə] vi.修理；修复 vt.修理；恢复；补救，纠正 n.修理，修补；修补部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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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require 3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410 requirements 3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411 rescue 2 ['reskju:] vt.营救；援救 n.营救；援救；解救

412 resources 1 [rɪ'sɔː sɪz] n. 资源；才智；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.

413 responding 1 [rɪs'pɒndɪŋ] n. 反应；回答 动词respond的现在分词.

414 rest 2 [rest] vt.使休息，使轻松；把…寄托于 n.休息，静止；休息时间；剩余部分；支架 vi.休息；静止；依赖；安置 n.(Rest)人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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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6 r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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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rounded 1 ['raundid] adj.圆形的；全面的；丰满的

418 rule 2 [ru:l] vi.统治；管辖；裁定 n.统治；规则 vt.统治；规定；管理；裁决；支配 n.(Rule)人名；(英)鲁尔；(塞)鲁莱

4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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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0 rulings 1 n.裁定，规定( ruling的名词复数 )

4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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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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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424 said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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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5 sailed 1 v.航行（sail的过去分词） adj.已开航的

426 save 1 vt.节省；保存；储蓄；解救 vi.节省；挽救 prep.除...之外 n.救援 n.(Save)人名；(法)萨夫；(意、保、西、罗、塞、瑞典)
萨薇(女名)，萨韦

427 saved 1 ['seɪvd] adj. 保存了的；获救的 v. 救；节省；保存（动词s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428 s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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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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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sea 2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431 Sears 1 n.西尔斯百货

432 Seattle 3 [si'ætl] n.西雅图（美国一港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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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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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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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35 sensation 1 [sen'seiʃən] n.感觉；轰动；感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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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7 se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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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8 settled 1 ['setld] adj.稳定的；固定的 v.解决；定居（settle的过去分词）

439 settling 1 ['setliŋ] n.安置；固定；沉淀物；移居 v.解决；安居（settle的ing形式） n.(Settling)人名；(瑞典)塞特林

440 shape 2 [ʃeip] n.形状；模型；身材；具体化 vt.形成；塑造，使成形；使符合 vi.形成；成形；成长 n.(Shape)人名；(瑞典)沙佩

441 shore 1 [ʃɔ:] vt.支撑，使稳住；用支柱撑住 n.海滨；支柱 n.(Shore)人名；(英)肖尔

442 shortages 1 ['ʃɔː tɪdʒɪz] 缺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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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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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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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46 sidewalk 1 ['saidwɔ:k] n.人行道

447 significantly 1 adv.显著地；相当数量地

448 Simon 1 ['saimən] n.西蒙（男子名）

4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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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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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skies 1 [skaiz] n.天空（sky的复数） v.把…投向空中；把…挂得过高；飞涨（sky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452 skin 1 [skin] n.皮肤；外皮 vt.剥皮 vi.愈合；长皮

453 sky 2 [skai] n.天空；顶点 vt.把…投向空中；把…挂得过高 vi.踢或击高空球；把桨叶翘得过高；飞涨 n.(Sky)人名；(英)斯凯

454 skyscraper 3 ['skai,skreipə] n.摩天楼，超高层大楼；特别高的东西

455 skyscrapers 6 ['skai̩ skreipəz] 摩天楼

456 small 2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457 s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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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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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9 someth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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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0 soon 1 [su:n] adv.快；不久，一会儿；立刻；宁愿

461 space 2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462 spaces 1 n. 空格；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.

463 sparse 1 [spɑ:s] adj.稀疏的；稀少的

4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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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5 square 1 [skwεə] adj.平方的；正方形的；直角的；正直的 vt.使成方形；与…一致 vi.一致；成方形 n.平方；广场；正方形 adv.成
直角地

466 staffing 1 n. 安置职工；人员配备 动词staff的现在分词.

467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468 state 1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469 State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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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0 stee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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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1 step 1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472 st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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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3 storms 1 英 [stɔː m] 美 [stɔː rm] n. 暴风雨 v. 起风暴；猛攻；暴怒；捣毁

474 strengthen 1 ['streŋθən, 'streŋkθən] vt.加强；巩固 vi.变强；变坚挺

475 struck 1 adj.受罢工影响的 v.罢工，打击，撞击（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truck)人名；(英)斯特拉克；(瑞典)斯特鲁克；
(德)施特鲁克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476 structural 1 ['strʌktʃərəl] adj.结构的；建筑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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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8 suburbanize 1 [sə'bə:bənaiz] vi.变成市郊 vt.郊区化；使成为市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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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0 sued 1 [su ]ː vt. 控告；起诉 vi. 请求；起诉

481 super 1 ['sju:pə] adj.特级的；极好的 n.特级品，特大号；临时雇员 n.(Super)人名；(英)休珀

482 support 1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483 supports 1 [sə'pɔː ts] n. 支持

484 supreme 4 [sju'pri:m, sə-] adj.最高的；至高的；最重要的 n.至高；霸权

4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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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6 surface 1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
487 suspended 1 [sə'spendid] adj.悬浮的；暂停的，缓期的（宣判）

488 sustainability 1 [sə̩ steɪnə'bɪləti] n. 持续性，能维持性；【环境】可持续性

489 sustainable 2 adj.可以忍受的；足可支撑的；养得起的；可持续的

490 sway 1 [swei] vt.影响；统治；使摇动 vi.影响；摇摆 n.影响；摇摆；统治 n.(Sway)人名；(以)斯韦

491 tail 1 [teil] n.尾巴；踪迹；辫子；燕尾服 vt.尾随；装上尾巴 vi.跟踪；变少或缩小 adj.从后面而来的；尾部的

492 Taipei 1 ['tai'pei; -'bei] n.台北

4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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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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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5 ta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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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6 tal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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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7 tall 2 [tɔ:l] adj.高的；长的；过分的；夸大的 adv.夸大地 n.(Tall)人名；(马里、阿拉伯)塔勒；(芬、罗、瑞典)塔尔；(英)托尔；
(土)塔勒

498 taller 2 [tɔː l] adj. 高的

499 tallest 1 ['tɔː lɪst] adj. 最高的

500 tangled 1 ['tæŋgld] adj.紊乱的；纠缠的；缠结的；复杂的

501 techniques 1 [tek'niː ks] n. 技术；技巧 名词technique的复数形式.

502 technological 1 [,teknə'lɔdʒikəl] adj.技术的；工艺的

503 technologies 2 英 [tek'nɒlədʒi] 美 [tek'nɑ lːədʒi] n. 技术；工艺；工艺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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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5 terms 2 [tə:mz] n.地位，关系；[法]条款；术语；措辞；价钱（term的复数形式） v.把…称为（term的三单形式）

506 test 2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5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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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8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5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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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0 the 109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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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2 then 1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513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14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15 they 9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16 thi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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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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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8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519 Thursday 1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520 tilt 1 [tilt] vi.倾斜；翘起；以言词或文字抨击 vt.使倾斜；使翘起 n.倾斜 n.(Tilt)人名；(英)蒂尔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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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1 to 4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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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22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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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4 ton 1 [tʌn, tuŋ] n.吨；很多，大量 n.(Ton)人名；(西、俄、捷、荷)托恩；(柬)敦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通；(朝)敦

525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526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527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5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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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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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0 tower 8 ['tauə] n.塔；高楼；堡垒 vi.高耸；超越 n.(Tower)人名；(英)托尔

531 towers 1 ['taʊəz] n. 塔器 名词tower的复数形式.

532 trade 1 [treid] n.贸易，交易；行业；职业 vi.交易，买卖；以物易物 vt.用…进行交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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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4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35 Tuesday 1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5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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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7 twin 1 [twin] vt.使成对 n.双胞胎中一人 adj.双胞胎的 vi.成对；生双胞胎 n.(Twin)人名；(英)特温

538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39 types 1 ['taɪps] n. 类型 v.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.

540 typhoons 1 [taɪ'fuːnz] 台风

541 ultimately 1 ['ʌltimətli] adv.最后；根本；基本上

542 unconstitutional 1 ['ʌn,kɔnsti'tju:ʃənəl] adj.违反宪法的 违反宪法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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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4 uneven 1 [,ʌn'i:vən] adj.不均匀的；不平坦的；[数]奇数的

545 unidentified 9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546 up 3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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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8 urbanization 1 [,ə:b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都市化；文雅化

549 use 3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5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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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1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552 vaccinated 3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553 vaccinations 2 接种

554 vaccine 4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555 vanguard 1 n.先锋；前锋科学卫星

556 ve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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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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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8 viewers 1 ['vjuːəz] n. 观看者；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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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0 wall 1 [wɔ:l] n.墙壁，围墙；似墙之物 vt.用墙围住，围以墙 adj.墙壁的 n.(Wall)人名；(英)沃尔；(德、芬、捷、瑞典)瓦尔

561 walls 2 ['wɔː lz] n. 墙壁

562 wan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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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3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564 war 1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565 was 10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566 Washington 3 ['wɔʃiŋtən] n.华盛顿（美国州名，美国城市名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，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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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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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9 wa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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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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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1 wealth 1 [welθ] n.财富；大量；富有

572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573 weekly 1 ['wi:kli] adj.每周的；周刊的；一周一次的 n.周刊 adv.每周一次；逐周

574 we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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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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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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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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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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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9 where 3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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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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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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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3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5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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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5 Willis 6 ['wilis] n.威利斯（姓氏，男名）

586 wind 2 [[wɪnd] n.风；呼吸；气味；卷绕 vt.缠绕；上发条；使弯曲；吹号角；绕住或缠住某人 vi.缠绕；上发条；吹响号角 n.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587 windows 1 ['windəuz] n.微软公司生产的“视窗”操作系统

588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5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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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0 withstand 1 [wið'stænd, wiθ-] vt.抵挡；禁得起；反抗 vi.反抗

591 woo 1 [wu:] vt.追求；招致；向…求爱；恳求 vi.求爱；恳求

592 word 1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
5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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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94 workers 7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595 workforce 2 ['wə:kfɔ:s] n.劳动力；工人总数，职工总数

596 world 6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597 worlds 1 n.世界( world的名词复数 ); 人世; 世间; 尘世

598 would 4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599 ya 1 ['jə] abbr.年轻人（youngadult）；偏航轴（yawaxis） n.(Ya)人名；(缅、柬、刚(金))亚；(日)矢(名)

600 yellen 1 n. 耶伦

601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602 you 6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603 young 1 [jʌŋ] adj.年轻的；初期的；没有经验的 n.年轻人；（动物的）崽，仔 n.(Young)人名；(中)杨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永；
(英、葡)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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