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1-18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8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4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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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 and 42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in 3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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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 we 3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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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be 2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8 are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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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it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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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that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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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have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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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is 14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 unidentified 14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14 will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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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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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this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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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but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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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cape 12 [keip] n.[地理]海角，岬；披肩 n.(Cape)人名；(塞)察佩；(英)凯普

19 On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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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they 1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21 with 1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2 not 10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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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Beijing 9 ['bei'dʒiŋ] n.北京（等于Peking或Pekin）

25 from 9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6 at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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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7 dream 8 [dri:m] vi.梦想；做梦，梦见；想到 n.梦想，愿望；梦 vt.梦想；做梦；想到 adj.梦的；理想的；不切实际的

28 their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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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day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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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female 7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31 god 7 [gɔd] n.神；（大写首字母时）上帝 vt.膜拜，崇拜 n.(God)人名；(索、阿拉伯)古德

32 mal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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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on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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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o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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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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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these 7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7 where 7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38 who 7 pron.谁；什么人

39 before 6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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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cnn 6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41 covid 6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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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men 6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44 been 5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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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an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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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china 5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48 Chinese 5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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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down 5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51 games 5 [geɪmz] n. [计算机] 游戏程序 n. 运动会；比赛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. v. 赌博（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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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he 5 [hi:, 弱 hi, i:, i] n.男孩，男人；它（雄性动物） pron.他 n.(He)人名；(日)户(姓)；(朝)海；(柬)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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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long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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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6 mak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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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nation 5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58 no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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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omicron 5 n.希腊字母第15字

60 only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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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people 5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62 some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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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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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able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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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a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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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allowed 4 adj.允许，容许的 v.允许；认可（allow的过去分词）

67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68 case 4 [keis] n.情况；实例；箱 vt.包围；把…装于容器中 n.(Case)人名；(英)凯斯；(西)卡塞；(法)卡斯

69 children 4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70 city 4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71 every 4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72 firs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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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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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if 4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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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king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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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last 4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持，够用；持久 vt.度过，拖过；使维持 adv.最后地；上次，最近；最后一点 n.(La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罗、瑞典)拉斯特

78 le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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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liv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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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might 4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81 Monday 4 ['mʌndi] n.星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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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m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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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3 olympics 4 英 [əʊ'lɪmpɪks] 美 [oʊ'lɪmpɪks] n. 奥林匹克运动会 =Olympic Games.

84 our 4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85 s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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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see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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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s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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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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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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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91 when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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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winter 4 ['wintə] n.冬季；年岁；萧条期 vi.过冬 adj.冬天的；越冬的 n.(Wint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罗、捷、西、芬、瑞典、法)温
特

93 woman 4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94 work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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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5 always 3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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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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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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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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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Cities 3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101 determined 3 [di'tə:mind] adj.决定了的；坚决的 v.决定；断定（determine的过去分词）

102 don 3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103 dr 3 abbr.速度三角形定位法（deadreckoning）；数据记录器（DataRecorder）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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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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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6 ha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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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07 health 3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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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10 lives 3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111 ll 3 abbr.陆上通信线（LandLines）；下限（LowerLimit）；低电平（LowLevel）

112 Luther 3 ['lju:θə] n.卢瑟（男子名）

113 martin 3 ['mɑ:tin] n.紫崖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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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must 3 [mʌst, 弱məst, məs, mst, ms] aux.必须，一定；可以，应当；很可能 n.绝对必要的事物；未发酵葡萄汁 n.(Must)人名；(匈)穆
什特；(俄、瑞典)穆斯特

116 off 3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117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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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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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rare 3 adj.稀有的；稀薄的；半熟的 adj.杰出的；极度的；非常好的 adv.非常；极其 vi.用后腿站起；渴望

120 ri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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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saying 3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122 stat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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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strict 3 [strikt] adj.严格的；绝对的；精确的；详细的

124 test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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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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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6 though 3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127 three 3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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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us 3 pron.我们

130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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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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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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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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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4 American 2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135 americans 2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36 asking 2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137 authorities 2 [ɔː 'θɒrɪtɪs] n. 当局；官方 名词authority的复数形式.

138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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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big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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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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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2 blanket 2 ['blæŋkit] n.毛毯，毯子；毯状物，覆盖层 adj.总括的，全体的；没有限制的 vt.覆盖，掩盖；用毯覆盖

143 blu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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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4 c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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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cannot 2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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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Carl 2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148 civi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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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closed 2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150 community 2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151 contact 2 n.接触，联系 vt.使接触，联系 vi.使接触，联系

152 cor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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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culver 2 ['kʌlvə] n.斑鸠 n.(Culver)人名；(英)卡尔弗

154 David 2 ['deivid] n.大卫；戴维（男子名）

155 disease 2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156 d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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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58 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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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events 2 [i'vents] n.[计][物][数]事件；项目（event的复数） n.(Events)人名；(英)伊文茨

160 Feder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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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former 2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162 Fredericksburg 2 n.弗雷德里克斯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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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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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Greater 2 ['greitə] adj.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

166 heat 2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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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 high 2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168 holding 2 ['həuldiŋ] n.举办；支持 v.召开；担任（hold的ing形式）；握住 n.(Holding)人名；(英)霍尔丁

169 holiday 2 ['hɔlədi] n.假日；节日；休息日 vi.外出度假 n.(Holiday)人名；(英)霍利迪

170 hope 2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171 howev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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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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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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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January 2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175 justice 2 ['dʒʌstis] n.司法，法律制裁；正义；法官，审判员 n.(Justice)人名；(英)贾斯蒂斯，贾斯蒂丝(女名)

176 l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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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lockdown 2 ['lɔkdaun] n.一级防范禁闭（期）

178 locked 2 [lɒkɪd] adj. 锁定的 动词lo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79 loo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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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181 marching 2 [mɑ tːʃɪŋ] n. 行进；游行 动词march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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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memorable 2 ['memərəbl] adj.显著的，难忘的；值得纪念的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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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move 2 n.移动；步骤；迁居；策略 vi.移动；搬家，迁移；离开 vt.移动；感动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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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never 2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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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oh 2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
190 Olympic 2 [əu'limpik] adj.奥林匹斯山的，奥林匹亚的；奥林匹克的

191 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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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participating 2 [pɑ 'ːtɪsɪpeɪtɪŋ] adj. 一起参加的

193 passages 2 ['pæsɪdʒ] n. 通过；通道；走廊；(文章等的)段落；(时间的)消逝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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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policy 2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96 public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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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p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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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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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realize 2 vt.实现；认识到；了解；将某物卖得，把(证券等)变成现钱；变卖

200 recent 2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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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rights 2 [raits] n.[法]权利；权限；认股权

203 ring 2 [riŋ] vi.按铃；敲钟；回响；成环形 n.戒指；铃声，钟声；拳击场；环形物 vt.按铃；包围；敲钟；套住 n.(Ring)人名；
(英、西、德、匈、瑞典、芬)林

204 rolls 2 [rəulz] n.滚动（roll的复数）；面包卷；捆；卷轴；辊碎机 v.滚动；行驶；盘旋；辗；使左右摇晃；运转（roll的三单形
式）

205 satisfied 2 ['sætisfaid] adj.感到满意的 v.使满意（satisfy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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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several 2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208 shall 2 [ʃæl, 弱ʃəl, ʃl, ʃə, ʃ] aux.应；会；将；必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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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9 s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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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10 showing 2 ['ʃəuiŋ] n.放映；表演；陈列 v.展示（show的ing形式）

211 sing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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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social 2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213 sons 2 [sʌnz] n.儿子们（son的复数）；子弟

214 species 2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215 speeches 2 [s'piː tʃɪz] 言语

216 sweltering 2 ['sweltəriŋ] adj.闷热的；热得难受的

217 swift 2 n.褐雨燕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；敏捷的；立刻的 adv.迅速地 n.(Swift)人名；(英)斯威夫特 n.苹果公司开创的新款编程语言，
应用于iOS8及以上的应用程序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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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th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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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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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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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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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tomorrow 2 [tə'mɔrəu, -'mɔ:-] n.明天；未来 adv.明天；未来地（等于to-morrow）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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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truth 2 [tru:θ] n.真理；事实；诚实；实质

226 until 2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227 variant 2 ['vεəriənt] adj.不同的；多样的 n.变体；转化

228 vintage 2 n.葡萄收获期；葡萄酒酿造期 adj.古老的；最佳的；经典高档的 adj.老式的；过时的 vt.采葡萄；用葡萄酿酒 vi.采葡萄

229 walk 2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
230 Weeks 2 [wi:ks] n. 星期（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） n. 威克斯(姓氏)

231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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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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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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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zero 2 ['ziərəu, 'zi:rəu] n.零点，零度 num.零 n.(Zero)人名；(意)泽罗

235 achieve 1 vt.取得；获得；实现；成功 vi.达到预期的目的，实现预期的结果，如愿以偿

236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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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8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239 advocated 1 ['ædvəkeɪt] v. 提倡；主张 n. 拥护者；提倡者；律师；辩护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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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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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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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ahead 1 adj.向前；在前的；领先 adv.向前地；领先地；在（某人或某事物的）前面；预先；在将来，为未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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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allow 1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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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almighty 1 [ɔ:l'maiti] adj.全能的；有无限权力的 adv.非常 n.全能的神

248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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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along 1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251 although 1 conj.尽管；虽然；但是；然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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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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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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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4 animal 1 ['æniməl] n.动物 动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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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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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anybody 1 ['eni,bɔdi] pron.任何人 n.重要人物

258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259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260 approach 1 [ə'prəutʃ] n.方法；途径；接近 vt.接近；着手处理 vi.靠近

261 approached 1 [æp'rəʊeɪtʃt] v. 靠近；接近；接洽；要求；达到；动手处理（动词approa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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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aren 1 阿伦

264 arguments 1 ['ɑːɡjʊmənts] n. 争论 名词argument的复数形式.

265 arms 1 [a:mz] n.臂（arm的复数）；[军]武器；纹章 v.武装；配备（arm的三单形式） n.(Arms)人名；(英)阿姆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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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athletes 1 ['æθliː ts] 运动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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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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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bank 1 [bæŋk] n.银行；岸；浅滩；储库 vt.将…存入银行；倾斜转弯 vi.堆积；倾斜转弯 n.(Ba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)班克；(法、
匈)邦克

271 Baptist 1 ['bæptist] n.浸信会教友；施洗者约翰，施洗者

272 barrier 1 ['bæriə] n.障碍物，屏障；界线 vt.把…关入栅栏 n.(Barrier)人名；(法)巴里耶

273 barriers 1 ['bæriəz] 障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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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bedding 1 ['bediŋ] n.寝具；（建筑）[建]基床；（家畜）草垫 adj.适于花坛种植的 vt.把…栽入苗床（bed的ing形式） vi.睡（bed
的ing形式）

276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277 bette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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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bid 1 [bid] vt.投标；出价；表示；吩咐 vi.投标；吩咐 n.出价；叫牌；努力争取 n.(Bid)人名；(俄)比德

279 biologist 1 [bai'ɔlədʒist] n.生物学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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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blind 1 [blaind] adj.盲目的；瞎的 adv.盲目地；看不见地 n.掩饰，借口；百叶窗 vt.使失明；使失去理智 n.(Blind)人名；(法)布
兰；(德、瑞典)布林德

282 block 1 n.块；街区；大厦；障碍物 vt.阻止；阻塞；限制；封盖 adj.成批的，大块的；交通堵塞的 n.(Blo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芬、罗)布洛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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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Borders 1 n.鲍德斯（公司名，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）

285 bot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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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boxes 1 英 [bɒksɪs] 美 [bɑːksɪs] n. 男式平角内裤 n. 盒子，箱子（名词box的的复数形式）

287 breaching 1 [briː tʃ] n. 破坏；违背；决裂；裂口；（浪的）冲击 v. 违反；突破；在 ... 上打开缺口

288 bright 1 [brait] adj.明亮的，鲜明的；聪明的；愉快的 adv.明亮地；光明地；欢快地 n.车头灯光 n.(Bright)人名；(英)布赖特

289 brings 1 [brɪŋz] v. 带来；促使；引起；劝诱（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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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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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built 1 [bilt] v.建造（build的过去分词） adj.身段优美的；…建成的

294 bunch 1 ['bʌntʃ] n.群；串；突出物 vi.隆起；打褶；形成一串 vt.使成一串；使打褶 n.(Bunch)人名；(英)邦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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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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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7 bust 1 [bʌst] vi.破产；爆裂；降低级别 vt.使破产；使爆裂；逮捕 n.破产；半身像；萧条；胸部 adj.破产了的；毁坏了的 n.(Bust)
人名；(德)布斯特

298 caped 1 [keipt] adj.带披肩的；披斗篷的 v.（斗牛时斗牛士）挥舞（红披风）（cape的过去式）

299 caper 1 ['keipə] vi.雀跃 n.跳跃，雀跃；刺山柑花蕾；不法活动 n.(Caper)人名；(英)卡珀

300 captured 1 英 ['kæptʃə(r)] 美 ['kæptʃər] vt. 捕获；占领；夺取；吸引；(用照片等)留存 n. 捕获；战利品

301 carting 1 ['kɑ tːɪŋ] n. 运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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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catholics 1 天主教徒

304 centralized 1 [sentrəlaɪzd] adj. 集中的 动词central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05 cephalopod 1 ['sefələupɔd] n.头足类动物 头足类动物的

306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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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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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character 1 ['kærəktə] n.性格，品质；特性；角色；[计]字符 vt.印，刻；使具有特征 n.(Character)人名；(英)克拉克特

310 closer 1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
311 c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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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12 coast 1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
313 color 1 ['kʌlə] n.颜色；肤色；颜料；脸色 vt.粉饰；给...涂颜色；歪曲 vi.变色；获得颜色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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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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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comfortable 1 ['kʌmfətəbl] adj.舒适的，舒服的 n.盖被

317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318 commenting 1 英 ['kɒment] 美 ['kɑːment] n. 注释；评论；闲话 v. 评论；注释

319 committee 1 [kə'miti] n.委员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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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complex 1 ['kɔmpleks] adj.复杂的；合成的 n.复合体；综合设施

322 confined 1 [kən'faind] adj.狭窄的；幽禁的；有限制的；在分娩中的 v.限制（conf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23 confirmed 1 [kən'fə:md] adj.确认的；保兑的；坚定的；惯常的 v.确证；使坚定（confirm的过去分词）；批准

324 conjunction 1 [kən'dʒʌŋkʃən] n.结合；[语]连接词；同时发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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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constant 1 ['kɔnstənt] adj.不变的；恒定的；经常的 n.[数]常数；恒量 n.(Constant)人名；(德)康斯坦特

327 contagious 1 [kən'teidʒəs] adj.感染性的；会蔓延的

328 containment 1 n.包含；牵制；容量；密闭度；抑制,牵制；牵制[遏制]政策

329 content 1 ['kɔntent] n.内容，目录；满足；容量 adj.满意的 vt.使满足 n.(Content)人名；(法)孔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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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copied 1 ['kɒpɪd] adj. 复制的；模仿的；抄写的 动词cop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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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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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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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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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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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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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creed 1 [kri:d] n.信条，教义 n.(Creed)人名；(英)克里德

339 crowds 1 [kraʊd] n. 人群；群众；大群；朋友 v. 拥挤；挤满；涌入；贴近；逼迫

340 crushed 1 [krʌʃt] adj. 压碎的；碾碎的；起皱的 动词cr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41 declare 1 [di'klεə] vt.宣布，声明；断言，宣称 vi.声明，宣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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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2 dedicated 1 ['dedikeitid] adj.专用的；专注的；献身的 v.以…奉献；把…用于（dedic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43 deeply 1 ['di:pli] adv.深刻地；浓浓地；在深处

344 designated 1 ['dezɪɡneɪtɪd] adj. 指定的；特指的

345 determination 1 n.决心；果断；测定

346 devotees 1 n.热爱者( devotee的名词复数 )

347 diagnosed 1 英 ['daɪəɡnəʊz] 美 [ˌdaɪəɡ'noʊs] v. 判断；诊断(疾病)

348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349 difficulties 1 ['dɪfɪkəlti] n. 困难；争议；麻烦

350 disposal 1 [dis'pəuzəl] n.处理；支配；清理；安排

351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
352 diversity 1 [dai'və:səti] n.多样性；差异

353 division 1 n.[数]除法；部门；分配；分割；师（军队）；赛区

354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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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drove 1 n.畜群；牛群、羊群等；移动的人群或大批的东西 (Drove)人名；德罗韦 v.驾驶（drive的过去式）；赶(牲畜)；(牲畜贩
子)买卖(牲畜)

357 earlier 1 adj.早的；初期的（early的比较级） adv.早地；早先的时候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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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360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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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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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empty 1 ['empti] adj.空的；无意义的；无知的；徒劳的 vt.使失去；使…成为空的 vi.成为空的；流空 n.空车；空的东西

364 encampments 1 n.露营，宿营，营地( encampment的名词复数 )

365 encouraged 1 英 [ɪn'kʌrɪdʒd] 美 [ɪn'kɜ ɪːdʒd] adj. 被鼓励的 v. 鼓励；促进；支持（动词encour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66 engaged 1 [in'geidʒd] adj.使用中的，忙碌的 v.保证；约定；同…订婚（engag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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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entrances 1 ['entrəns] n. 入口；进入；登场；进入权 vt. 使入迷；使狂喜

369 equal 1 ['i:kwəl] adj.平等的；相等的；胜任的 vt.等于；比得上 n.对手；匹敌；同辈；相等的事物

370 escape 1 vt.逃避，避开，避免；被忘掉；被忽视 vi.逃脱；避开；溜走；（气体，液体等）漏出；（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
而）逃脱；声音（不自觉地）由…发出 n.逃跑；逃亡；逃走；逃跑工具或方法；野生种；泄漏

371 evident 1 ['evidənt] adj.明显的；明白的

372 exceptions 1 [ɪk'sepʃənz] n. 例外 名词exception的复数形式.

373 exits 1 ['eksɪt] n. 出口；退场 v. 离去；退出

374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375 explained 1 [ɪksp'leɪnd] v. 解释；说明 vbl. 解释；说明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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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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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faced 1 [feist] adj.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；有…表面的 v.面对（face的过去分词）

379 faithful 1 ['feiθful] adj.忠实的，忠诚的；如实的；准确可靠的 n.(Faithful)人名；(英)费思富尔

380 fans 1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
381 farewell 1 ['fεə'wel] n.告别，辞别；再见；再会 int.别了！（常含有永别或不容易再见面的意思）；再会！ adj.告别的

382 fear 1 [fiə] n.害怕；恐惧；敬畏；担心 vt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 vi.害怕；敬畏；为…担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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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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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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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6 finally 1 ['fainəli] adv.最后；终于；决定性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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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7 fin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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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flattery 1 ['flætəri] n.奉承；谄媚；恭维话

389 floating 1 ['fləutiŋ] adj.流动的；漂浮的，浮动的 v.漂浮（float的现在分词）

390 flocking 1 ['flɔkiŋ] n.棉屑；羊毛屑；植绒花纹 v.群集；簇拥（flock的ing形式）

391 folks 1 ['fəʊks] n. 人们；家人；父母 名词folk的复数形式.

392 forced 1 adj.被迫的；强迫的；用力的；不自然的 v.强迫（force的过去式）

393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3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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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forms 1 ['fɔː mz] n. 表格；形式；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.

396 forth 1 [fɔ:θ] adv.向前，向外；自…以后 n.(Forth)人名；(德)福特；(英)福思

397 four 1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3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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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front 1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
400 frozen 1 ['frəuzn] adj.冻结的；冷酷的 v.结冰（freeze的过去分词）；凝固；变得刻板

401 frustrating 1 [frʌ'streitiŋ] adj.令人沮丧的 v.使沮丧（frustrate的ing形式）

402 gated 1 ['geitid] adj.有关卡的；带栅门的 vt.给…安装门（gate的过去分词）

4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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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gentiles 1 ['dʒentaɪlz] n. 异教徒 名词gentile的复数形式.
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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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06 get 1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407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408 glory 1 ['glɔ:ri] n.光荣，荣誉；赞颂 vi.自豪，骄傲；狂喜 n.(Glory)人名；(法)格洛里

4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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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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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good 1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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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grapes 1 [greɪps] n. 葡萄 名词grape的复数形式.

414 group 1 [gru:p] n.组；团体 adj.群的；团体的 vi.聚合 vt.把…聚集；把…分组

4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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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6 halt 1 [hɔ:lt] vi.停止；立定；踌躇，犹豫 n.停止；立定；休息 vt.使停止；使立定 n.(Halt)人名；(德、芬)哈尔特

417 hamlet 1 ['hæmlit] n.小村庄
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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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happens 1 ['hæpən] vi. 发生；碰巧；出现；偶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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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Harvard 1 ['hɑ:vəd] n.哈佛大学；哈佛大学学生

422 hearts 1 英 [hɑ tː] 美 [hɑ rːt] n. 心；内心；中心；要点；红桃 v. 将…记在心里，铭记；鼓励

4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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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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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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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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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7 hidden 1 ['hidən] adj.隐藏的 v.隐藏，躲藏（hide的过去分词） n.(Hidden)人名；(英)希登

428 highly 1 ['haili] adv.高度地；非常；非常赞许地

429 Hills 1 n.希尔思（猫粮品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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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0 him 1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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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2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433 holidays 1 ['hɔlədiz] adv.每逢假日，在假日 v.度假（holiday的单三形式） n.假日（holiday的复数形式）

4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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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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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6 honored 1 英 ['ɒnəd] 美 ['ɑnərd] adj. 深感荣幸的；受尊敬的

437 hopped 1 英 [hɒp] 美 [hɑːp] v. 跳跃；单脚跳 n. 跳跃；单脚跳

438 horn 1 [hɔ:n] n.喇叭，号角；角 vt.装角于 n.(Horn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捷、罗、波、芬、希、瑞典)霍恩；(法)奥尔恩；(柬)洪

439 host 1 [həust] n.[计]主机；主人；主持人；许多 vt.主持；当主人招待 vi.群集；做主人

440 hosted 1 英 [həʊst] 美 [hoʊst] n. 主人；主持人；主办方；大量；寄主；主机 v. 主办；主持；做东

441 hotels 1 霍特尔斯

442 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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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4 identified 1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45 immediately 1 [i'mi:diətli] adv.立即，立刻；直接地 conj.一…就

446 improvement 1 n.改进，改善；提高

447 including 1 [in'klu:diŋ] prep.包含，包括

448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449 inevitability 1 [in,evitə'biləti] n.必然性；不可逃避

450 infected 1 [in'fektid] adj.被感染的 v.传染（infect的过去分词）

451 influential 1 adj.有影响的；有势力的 n.有影响力的人物

452 injustice 1 [in'dʒʌstis] n.不公正；不讲道义

453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4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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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5 invitation 1 n.邀请；引诱；请帖；邀请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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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7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458 jews 1 犹太人

459 join 1 [dʒɔin] vt.参加；结合；连接 vi.加入；参加；结合 n.结合；连接；接合点 n.(Join)人名；(法)茹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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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1 jubilant 1 ['dʒu:bilənt] adj.欢呼的；喜洋洋的

462 judged 1 [dʒʌdʒ] n. 法官；裁判 v. 断定；判断；审判

463 judgment 1 ['dʒʌdʒmənt] n.判断；裁判；判决书；辨别力

464 keep 1 [ki:p] vt.保持；经营；遵守；饲养 vi.保持；继续不断 n.保持；生计；生活费 n.(Keep)人名；(英)基普

465 lake 1 [leik] n.湖；深红色颜料；胭脂红 vt.（使）血球溶解 vi.（使）血球溶解 n.(Lake)人名；(德、塞、瑞典)拉克；(英)莱克

466 law 1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
467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468 legacy 1 ['legəsi] n.遗赠，遗产

469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470 lightning 1 adj.闪电的；快速的 n.闪电 vi.闪电

471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472 litt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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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3 lock 1 [lɔk] vt.锁，锁上；隐藏 vi.锁；锁住；卡住 n.锁；水闸；刹车 n.(Lock)人名；(英、丹、德、瑞典)洛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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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4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475 lookout 1 n.监视；监视哨；警戒；守望者；担心的事；前景

476 loop 1 [lu:p] vi.打环；翻筋斗 n.环；圈；弯曲部分；翻筋斗 vt.使成环；以环连结；使翻筋斗

477 loosened 1 ['luːsənd] adj. 疏松的；松开的 动词loose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.

478 lord 1 [lɔ:d] n.主；上帝 int.主，天啊 vt.使成贵族 vi.作威作福，称王称霸 n.(Lord)人名；(瑞典)洛德；(法)洛尔

479 lo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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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0 made 1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481 makeshift 1 ['meikʃift] n.权宜之计；凑合；临时措施；将就 adj.临时的；权宜之计的；凑合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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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3 march 1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484 marches 1 ['ma:tʃiz] n.边界地区（尤指英格兰与苏格兰或威尔士的） n.(Marches)人名；(意)马尔凯斯

485 marin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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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6 mass 1 n.块，团；群众，民众；大量，众多；质量 adj.群众的，民众的；大规模的，集中的 vi.聚集起来，聚集 vt.使集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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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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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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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491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492 mighty 1 ['maiti] adj.有力的；强有力的；有势力的 adv.很；极；非常 n.有势力的人

4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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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mine 1 [main] n.矿，矿藏；矿山，矿井；地雷，水雷 vt.开采，采掘；在…布雷 vi.开矿，采矿；埋设地雷 pron.我的 n.(Mine)人
名；(德、塞、土、毛里塔)米内

495 minister 1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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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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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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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9 moment 1 n.片刻，瞬间，时刻；重要，契机 n.(Moment)人名；(英)莫门特

500 mo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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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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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2 Negro 1 ['ni:grəu] n.黑人 adj.黑人的

503 neighbors 1 ['neɪbɔː z] n. 邻居 名词neighbor的复数形式. =neighbours.

504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505 nothing 1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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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7 oasis 1 [əu'eisis, 'əuəsis] n.绿洲；舒适的地方；令人宽慰的事物 n.(Oasis)人名；(英)奥西斯

508 observance 1 [əb'zə:vəns] n.惯例；遵守；仪式；庆祝

509 observed 1 [əb'zɜːvd] adj. 被观察的，被观测的 v. 观察，观测（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,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）

510 octopus 1 ['ɔktəpəs] n.章鱼 章鱼肉

511 offices 1 办公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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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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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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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5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516 opportunity 1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
517 oppressed 1 [ə'prest] adj.受压制的，受压迫的 v.压迫；折磨（oppress的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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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8 organizers 1 ['ɔː ɡənaɪzəz] n. 组织者（organizer的复数）

519 organizing 1 v.组织（organize的ing形式）；使有机化 n.组织 adj.组织上的

520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521 otherwise 1 adv.否则；另外；在其他方面 adj.另外的；其他方面的；原本，本来 conj.其他；如果不；然后

522 ought 1 [ɔ:t] aux.应该，应当；大概 vi.应该，应当；大概

523 outbreaks 1 暴发

5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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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5 overall 1 ['əuvərɔ:l, ,əuvə'rɔ:l] adj.全部的；全体的；一切在内的 adv.全部地；总的说来 n.工装裤；罩衫

526 owners 1 ['əʊnəz] 业主

527 parades 1 n. 游行；检阅 名词parade的复数形式.

528 park 1 [pɑ:k] n.公园；[交]停车场 vt.停放；放置；寄存 vi.停放车辆 n.(Park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帕克

5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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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0 participated 1 英 [pɑ 'ːtɪsɪpeɪt] 美 [pɑ rː'tɪsɪpeɪt] vi. 参加；参与 vt. 分享

531 peaceful 1 ['pi:sful] adj.和平的，爱好和平的；平静的

532 persistent 1 [pə'sistənt, -'zis-] adj.固执的，坚持的；持久稳固的

5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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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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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5 piling 1 ['pailiŋ] n.打桩；桩材；打桩工程

536 pillows 1 英 ['pɪləʊ] 美 ['pɪloʊ] n. 枕头 vt. 枕；搁；垫

5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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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8 pledge 1 [pledʒ] n.保证，誓言；抵押；抵押品，典当物 vt.保证，许诺；用……抵押；举杯祝……健康 n.(Pledge)人名；(英)普莱
奇

539 popular 1 ['pɔpjulə] adj.流行的，通俗的；受欢迎的；大众的；普及的

540 positiv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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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1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542 prejudice 1 ['predʒudis] n.偏见；侵害 vt.损害；使有偏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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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4 primitive 1 ['primitiv] adj.原始的，远古的；简单的，粗糙的 n.原始人

545 processing 1 n. 进程；步骤；数据处理；整理；配制

546 progress 1 ['prəugres, 'prɔ-, prəu'gres] n.进步，发展；前进 vi.前进，进步；进行 n.(Progress)人名；(赞)普罗格雷斯

5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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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8 projects 1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549 protest 1 [prəu'test, 'prəu-] vi.抗议；断言 vt.抗议；断言 n.抗议 adj.表示抗议的；抗议性的

550 Protestants 1 [p'rɒtɪstənts] 新教传教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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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2 publicized 1 ['pʌblɪsaɪz] v. 宣传；公布；广告

553 putting 1 ['putiŋ] n.投掷；（高尔夫球）打球入洞 v.放置（put的ing形式）；轻击球；使球入洞的轻击（putt的ing形式）

554 quick 1 [kwik] n.核心；伤口的嫩肉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，敏捷的；灵敏的 adv.迅速地，快 n.(Quick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、芬)奎
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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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6 readiness 1 ['redinis] n.敏捷，迅速；准备就绪；愿意

557 realized 1 ['riː əlaɪz] vt. 实现；了解；意识到；变卖

5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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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9 red 1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
560 reef 1 [ri:f] n.暗礁；[地质]矿脉；收帆 vt.收帆；缩帆 vi.缩帆；收帆

561 regularly 1 ['regjələli] adv.定期地；有规律地；整齐地；匀称地

562 remember 1 [ri'membə] vt.记得；牢记；纪念；代…问好 vi.记得，记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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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3 remembrance 1 [ri'membrəns] n.回想，回忆；纪念品；记忆力

564 reopen 1 [,ri:'əupən] vt.使再开，使重开 vi.重开

565 requirements 1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566 retreat 1 [ri'tri:t] n.撤退；休息寓所；撤退 vi.撤退；退避；向后倾 vt.退（棋）；使后退

567 righteousness 1 ['raitʃəsnis] n.正义；正直；公正；正当

568 rightful 1 ['raitful] adj.合法的；正当的；公正的；正直的

569 rooted 1 ['ru:tid, 'ru-] adj.根深蒂固的；生根的 v.生根（root的过去式）

570 rul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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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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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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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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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4 satisfy 1 ['sætisfai] vi.令人满意；令人满足 vt.满足；说服，使相信；使满意，使高兴

575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5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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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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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8 sealed 1 [si:ld] adj.密封的；未知的 v.封闭；盖印（seal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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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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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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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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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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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4 shanghai 1 ['ʃæŋhai; 'ʃæŋ'hai] n.上海（中国东部港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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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6 shoppers 1 n.购物者（shopper复数）

587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588 shortly 1 ['ʃɔ:tli] adv.立刻；简短地；唐突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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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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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1 sifting 1 ['siftiŋ] n.过筛，过滤；筛选 v.筛撒，纷落，详察（sift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592 signed 1 [saind] adj.有符号的；已签字的；有正负之分的 v.署名；写下；预示；示意（sign的过去分词）

5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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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4 sing 1 vi.唱歌；歌颂；鸣叫；呼号 vt.唱；用诗赞颂；唱着使 n.演唱；鸣声；呼啸声 n.(Sing)人名；(老、德、泰)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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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6 sites 1 [saɪt] n. 地点；位置；现场 vt. 使 ... 位于

597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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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9 slave 1 [sleiv] n.奴隶；从动装置 vi.苦干；拼命工作 n.(Slave)人名；(塞、罗)斯拉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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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1 snap 1 [snæp] vt.突然折断，拉断；猛咬；啪地关上 vi.咬；厉声说；咯嗒一声关上 n.猛咬；劈啪声；突然折断 adj.突然的

602 snorkeling 1 ['snɔ:kəliŋ] n.浮潜；潜水；浅滩潜水 v.用水下通气管潜航；用通气管潜泳（snorkel的ing形式） adj.潜浮的

603 sold 1 [səuld] v.卖，销售（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old)人名；(瑞典)索尔德

604 somebody 1 ['sʌm,bɔdi, -bʌ-, -bə-] n.大人物；重要人物 pron.有人；某人

605 somewhere 1 ['sʌmhwεə] adv.在某处；到某处 n.某个地方

606 soul 1 n.灵魂；心灵；精神；鬼魂 n.一种人，某种人（强调具有某种特质的人） adj.美国黑人文化的 n.(Soul)人名；(英、法)苏
尔

607 sounded 1 ['saʊndɪd] vbl. 听起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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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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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09 sparked 1 英 [spɑːk] 美 [spɑ rːk] vi. 闪烁；冒火花；热情回应 vt. 激发；引起；向...求爱 n. 火星；朝气；情人；俗丽的年轻人

610 specially 1 ['speʃəli] adv.特别地；专门地

611 speed 1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
繁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612 spiritual 1 ['spiritjuəl, -tʃuəl] n.圣歌（尤指美国南部黑人的） adj.精神的，心灵的

613 staff 1 [stɑ:f, stæf] n.职员；参谋；棒；支撑 adj.职员的；行政工作的 vt.供给人员；给…配备职员 vi.雇用工作人员 n.(Staff)人名；
(德、匈)施塔夫；(瑞典、英)斯塔夫

614 stagnation 1 [stæg'neiʃən] n.停滞；滞止

6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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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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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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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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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9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6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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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1 store 1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622 stored 1 [stɔː d] adj. 存信息的；存储的 动词st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23 street 1 [stri:t] n.街道 adj.街道的 n.(Street)人名；(英、葡)斯特里特；(德)施特雷特

624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625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626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6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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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8 surfacing 1 ['sə:fisiŋ] n.表面堆焊；铺以面；铺面材料 v.使成平面（surface的ing形式）

629 sword 1 [sɔ:d] n.刀，剑；武力，战争 n.(Sword)人名；(英)索德

630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631 table 1 ['teibl] n.桌子；表格；平地层 vt.制表；搁置；嵌合 adj.桌子的 n.(Table)人名；(罗)塔布莱

632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6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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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34 targeted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 rː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
635 teams 1 [tiː m] n. 队；组 v. 使相配；使合作；结成一队 adj. 团队的

636 tents 1 [tents] n. 旅游帐篷 名词tent的复数形式.

637 terrible 1 ['terəbl] adj.可怕的；很糟的；令人讨厌的 adv.很，非常

638 tests 1 [test] n. 考验；试验；测试 vt. 试验；测试；接受测验

639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640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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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2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643 third 1 [θə:d] num.第三；三分之一 adj.第三的；三分之一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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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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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6 tireless 1 ['taiəlis] adj.不知疲倦的；不疲劳的

6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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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8 tolerance 1 n.公差；宽容；容忍

649 tonight 1 [tə'nait] adv.在今晚 n.今晚

650 tracing 1 ['treisiŋ] n.追踪；追查；描摹；摹图；显迹 v.追踪（trace的ing形式）

651 trampling 1 n.践踏；踩踏 v.蹂躏（trample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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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52 transcript 1 ['trænskrip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成绩单；抄本，副本；文字记录

653 transformed 1 [træns'fɔː m] vt. 改变；转换 vi. 改变；变形；变态

654 transportation 1 [,trænspə'teiʃən, ,trænz-, ,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系统；运输工具；流放

655 trapping 1 ['træpɪŋ] n. 诱捕 （复数）trappings: 装饰物； 象征的符号. 动词trap的现在分词.

656 trash 1 [træʃ] n.垃圾；废物 vt.丢弃；修剪树枝

657 traveling 1 ['trævəliŋ] adj.旅行（用）的；移动的 v.旅行（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走步（等于walking）

658 truck 1 [trʌk] n.卡车；交易；手推车 vi.驾驶卡车；以物易物 vt.交易；以卡车运输 adj.（美）运货汽车的 n.(Truck)人名；(德)特
鲁克

659 true 1 [tru:] adj.真实的；正确的 adv.真实地；准确地 n.真实；准确 vt.装准 n.(TRUE)人名；(英)特鲁

660 trumpet 1 ['trʌmpit] n.喇叭；喇叭声 vt.吹喇叭；吹嘘 vi.吹喇叭；发出喇叭般的声音

661 truths 1 [tru:ðz, tru:θs] n.真理；事实（truth的复数）；真相

662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6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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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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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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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6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667 vehicles 1 ['viː ɪklz] n. 交通工具；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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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9 village 1 ['vilidʒ] n.村庄；村民；（动物的）群落

670 voice 1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671 voicing 1 [vɔɪsɪŋ] n. 调声；牵动声带；浊音化 动词voi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672 volunteer 1 [,vɔlən'tiə] n.志愿者；志愿兵 adj.志愿的 vi.自愿 vt.自愿

6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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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4 walnut 1 ['wɔ:lnʌt, -nət] n.胡桃；胡桃木 adj.胡桃科植物的

675 warrant 1 ['wɔrənt, 'wɔ:-] n.根据；证明；正当理由；委任状 vt.保证；担保；批准；辩解

6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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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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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8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679 wheel 1 [hwi:l] n.车轮；方向盘；转动 vt.转动；使变换方向；给…装轮子 vi.旋转；突然转变方向；盘旋飞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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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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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2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683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684 willing 1 ['wiliŋ] adj.乐意的；自愿的；心甘情愿的 v.决心；用意志力驱使；将（财产等）遗赠某人（will的现在分词） n.(Willing)
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维林；(英)威林

685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6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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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7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88 word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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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89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690 works 1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691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692 wrath 1 [rɔθ, ræθ, rɑ:θ] n.愤怒；激怒

693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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