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1-28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8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and 3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3 of 3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to 3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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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 in 2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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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t 24 [ðæt, 弱ðət, ðt] pron.那；那个 adv.那么；那样 conj.因为；以至于 adj.那；那个 n.(That)人名；(德)塔特

7 court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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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you 18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9 it 1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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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udge 14 [dʒʌdʒ] vt.判断；审判 n.法官；裁判员 vi.审判；判决 n.(Judge)人名；(英)贾奇

11 was 1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2 is 1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3 justice 1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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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 an 1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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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h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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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supreme 11 [sju'pri:m, sə-] adj.最高的；至高的；最重要的 n.至高；霸权

18 who 11 pron.谁；什么人

19 his 10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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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biden 9 n. 拜登(姓氏)

22 Breyer 9 布雷耶（人名）

23 president 9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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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by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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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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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but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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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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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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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sh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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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31 unidentified 7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32 when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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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will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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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clip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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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democrats 6 ['deməkræts] n.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.

36 has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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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high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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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re 6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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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40 video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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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 appeals 5 [ə'piː l] n. 恳求；呼吁；上诉；吸引力 n. (体育比赛中)诉请裁决 v. 呼吁；有吸引力；求助；诉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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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cnn 5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44 end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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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ha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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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6 holocaust 5 ['hɔləkɔ:st] n.大屠杀；毁灭

47 Jonathan 5 ['dʒɔnəθən] n.乔纳森（男子名）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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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their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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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w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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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woman 5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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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Auschwitz 4 ['auʃ,vits] n.奥许维次（波兰城市名） n.(Auschwitz)人名；(德)奥施维茨

54 black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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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Carl 4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56 chelonian 4 [ki'ləuniən] n.龟；海龟 adj.龟类的；海龟科的

57 circuit 4 ['sə:kit] n.[电子]电路，回路；巡回；一圈；环道 vi.环行 vt.绕回…环行

58 could 4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59 during 4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60 her 4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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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Jackson 4 ['dʒæksn] n.杰克逊（男子名）；杰克逊（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城市）

63 killed 4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64 may 4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65 nex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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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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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ou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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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pH 4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
69 senate 4 ['senit] n.参议院，上院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

70 today 4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71 up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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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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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74 after 3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75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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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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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cases 3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78 confirm 3 [kən'fə:m] vt.确认；确定；证实；批准；使巩固

79 elsa 3 ['elsə] n.埃尔莎（女子名，等于Elizabeth）

80 experiment 3 [ik'speriment, ek's-] vi.尝试；进行实验 n.实验，试验；尝试

81 first 3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82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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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January 3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84 Joe 3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85 justices 3 [d'ʒʌstɪsɪz] 公平

86 la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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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letter 3 ['letə] n.信；字母，文字；证书；文学，学问；字面意义 vt.写字母于 vi.写印刷体字母 n.(Letter)人名；(英)莱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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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majority 3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90 ma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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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mid 3 [mid] adj.中间的；中央的 prep.在…之中 n.(Mid)人名；(柬)米

92 mr 3 ['mistə(r)] abbr.先生（Mister）

93 Nazi 3 ['nɑ:tsi, 'næ-] n.纳粹党人；纳粹主义信徒 adj.纳粹党的；纳粹主义的 n.(Nazi)人名；(布基)纳齐；(俄)娜济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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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news 3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96 nominate 3 ['nɔmineit, 'nɔminət, -neit] vt.推荐；提名；任命；指定

97 nomination 3 [,nɔmi'neiʃən] n.任命，提名；提名权

98 nominee 3 [,nɔmi'ni:] n.被任命者；被提名的人；代名人

99 old 3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100 republicans 3 n.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.

101 righ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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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school 3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103 second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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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se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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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south 3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106 Stephen 3 ['sti:vən] n.斯蒂芬（男子名）

107 still 3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108 student 3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109 term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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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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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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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tortoise 3 ['tɔ:təs] n.龟，[脊椎]乌龟（等于testudo）；迟缓的人

113 until 3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114 why 3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115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16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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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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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appoint 2 [ə'pɔint] vt.任命；指定；约定 vi.任命；委派

120 arguments 2 ['ɑːɡjʊmənts] n. 争论 名词argument的复数形式.

121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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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birthday 2 ['bə:θdei] n.生日，诞辰；诞生的日子

124 brown 2 [braun] adj.棕色的，褐色的；太阳晒黑的 vi.变成褐色 n.褐色，棕色 vt.使变成褐色 n.(Brown)人名；(英、意、芬、捷、
德、法、西、葡)布朗

125 California 2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126 camp 2 [kæmp] vi.露营；扎营 vt.扎营；使扎营 n.露营 n.(Camp)人名；(英)坎普；(瑞典)坎普；(法)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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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Carolina 2 [,kærə'lainə] n.卡罗莱纳州（在美国东南部）

128 choice 2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129 clyburn 2 n. 克莱伯恩

130 confirmation 2 [,kɔnfə'meiʃən] n.确认；证实；证明；批准

131 confirm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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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cours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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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courts 2 英 [kɔː t] 美 [kɔː rt] n. 法院；庭院；宫廷；球场；奉承 v. 献殷勤；追求；招致；设法获得

134 current 2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特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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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days 2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137 determin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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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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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39 educational 2 [,edju:'keiʃənəl] adj.教育的；有教育意义的

140 election 2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
141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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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3 ever 2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144 famil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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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5 favor 2 vt.较喜欢；像；优惠，偏袒；有利于；赐予；证实 n.帮助；赞同；偏爱，喜爱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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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from 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48 generally 2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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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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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hel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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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house 2 [haus, hauz] n.住宅；家庭；机构；议会；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.覆盖；给…房子住；把…储藏在房内 vi.住 n.(House)人
名；(英)豪斯

153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154 James 2 [dʒeimz] n.詹姆斯（姓氏，男子名）；《雅各书》

155 jews 2 犹太人

156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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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58 Kruger 2 ['stefənusjəu'hænis'pɔ:lu] n.克鲁格（现代寻租理论的创始人）；格尔（南非政治家）

159 liberal 2 ['libərəl] adj.自由主义的；慷慨的；不拘泥的；宽大的 n.自由主义者 n.(Liberal)人名；(葡)利贝拉尔

160 liberated 2 ['libəreitid] adj.无拘束的；放纵的（尤指在社交和性关系方面） v.解放；使摆脱束缚（liberate的过去式）

161 life 2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162 likely 2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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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looks 2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1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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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making 2 ['meikiŋ] n.发展；制造；形成 v.制作（make的现在分词）

167 marked 2 [mɑ:kt] adj.显著的；有记号的 v.表示（mark的过去分词）；作记号；打分数

168 milli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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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mor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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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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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)莫雷

170 m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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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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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2 November 2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173 occasionally 2 adv.偶尔；间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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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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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only 2 ['əunli] adv.只，仅仅；不料 adj.唯一的，仅有的；最合适的 conj.但是；不过；可是

177 opportunity 2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
178 oral 2 ['ɔ:rəl, 'ɔ-] adj.口头的，口述的 n.口试 n.(Oral)人名；(土)奥拉尔

179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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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process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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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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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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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185 record 2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186 reference 2 ['refərəns] n.参考，参照；涉及，提及；参考书目；介绍信；证明书 vi.引用 vt.引用

187 remembrance 2 [ri'membrəns] n.回想，回忆；纪念品；记忆力

188 retire 2 [ri'taiə] vi.退休；撤退；退却 vt.退休；离开；收回 n.退休；退隐；退兵信号

189 retirement 2 [ri'taiəmənt] n.退休，退役

190 robe 2 [rəub] n.长袍，礼服；制服 vi.穿长袍 vt.使穿长袍 n.(Robe)人名；(德、罗、塞)罗贝；(英、法)罗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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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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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94 senator 2 ['senətə] n.参议员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议员；评议员，理事 n.(Senator)人名；(瑞典、斯威)塞纳托尔

195 serve 2 [sə:v] vt.招待，供应；为…服务；对…有用；可作…用 vi.服役，服务；适合，足够；发球；招待，侍候 n.发球，轮到发
球 n.(Serve)人名；(法)塞尔夫

1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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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should 2 [ʃud, 弱 ʃəd, ʃd] aux.应该；就；可能；将要

198 term 2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1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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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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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Thursday 2 ['θə:zdi; -dei] n.星期四

202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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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toward 2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(英)特沃德

204 views 2 [v'juːz] n. 见解 名词view的复数形式.

205 war 2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206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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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whether 2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209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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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0 wor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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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1 works 2 n. 工厂；修建；机器部件；全套物品

212 written 2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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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York 2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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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ABC 1 n.基础知识；字母表 abbr.美国广播公司（AmericanBroadcastingCompany）；澳大利亚广播公司
（AustralianBroadcastingCorporation）；出生在美国的华人（American-bornChinese）；代理商-商家-消费者的商业模式
（Agent,Business,Consumer）

217 accept 1 [ək'sept] vt.接受；承认；承担；承兑；容纳 vi.承认；同意；承兑

218 according 1 adj.相符的；一致的；相应的；和谐的；调和的 adv.依照；根据；按照 v.给予(accord的现在分词)；使和谐一致；
使符合；使适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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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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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acting 1 ['æktiŋ] adj.代理的；装腔作势的 n.演技；演戏；假装

222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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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ago 1 [ə'gəu] adv.以前，以往 adj.以前的；过去的 n.(Ago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塞、瑞典)阿戈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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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akiwumi 1 阿基武米

227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228 also 1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229 am 1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-
ed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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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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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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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235 anniversary 1 [,æni'və:səri] n.周年纪念日

2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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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appointments 1 n. 约定（appointment的复数）；[船] 设备

238 approval 1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239 ar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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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argued 1 英 ['ɑːɡju ]ː 美 ['ɑ rːɡju ]ː v. 说服；争论；辩论

241 argument 1 ['ɑ:gjumənt] n.论证；论据；争吵；内容提要

242 army 1 ['ɑ:mi] n.陆军，军队

243 aside 1 [ə'said] adv.离开，撇开；在旁边 n.旁白；私语，悄悄话；离题的话 prep.在…旁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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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ate 1 [et,eit] v.吃（eat的过去式）

246 Atlantic 1 [ət'læntik] n.大西洋 adj.大西洋的

247 author 1 ['ɔ:θə] n.作者；作家；创始人 vt.创作出版

248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249 awareness 1 n.意识，认识；明白，知道 n.人群对品牌或产品的认知

250 awe 1 [ɔ:] vt.使敬畏；使畏怯 n.敬畏 n.(Awe)人名；(德)阿韦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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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back 1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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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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background 1 ['bækgraund] n.背景；隐蔽的位置 vt.作…的背景 adj.背景的；发布背景材料的

254 backing 1 ['bækiŋ] n.支持；后退；支持者；衬背 v.支持（back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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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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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7 behavior 1 [bi'heivjə] n.行为，举止；态度；反应

258 believe 1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259 bench 1 [bentʃ] n.长凳；工作台；替补队员 vt.给…以席位；为…设置条凳 n.(Bench)人名；(英)本奇；(德)本希；(丹)本克

260 berlin 1 [bə:'lin] n.柏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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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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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3 bill 1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
264 birkenau 1 n. 比克瑙(在德国；东经 8º44' 北纬 49º34')

265 birth 1 [bɑ:θ] n.出生；血统，出身；起源

266 born 1 [bɔ:n] v.出世（bear的过去分词） adj.天生的 n.(Born)人名；(柬)邦；(英、西、俄、捷、德、瑞典、匈)博恩

267 bound 1 adj.有义务的；必定的；受约束的；装有封面的 vt.束缚（bind的过去式，过去分词）；使跳跃 n.范围；跳跃 vi.限制；
弹起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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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Britain 1 ['britən] n.英国；不列颠

270 bulbs 1 球茎；鳞茎,电灯泡,球状物,bulb的复数形式

271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272 campaign 1 [kæm'pein] vi.作战；参加竞选；参加活动 n.运动；活动；战役

273 ca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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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candace 1 ['kændis; 'kændəsi:; kæn'deisi] n.坎迪斯（男名）

275 candidate 1 n.候选人，候补者；应试者

276 career 1 n.生涯；职业；事业；速度，全速 adj.作为毕生职业的 vi.全速前进，猛冲

277 celebrating 1 ['selɪbreɪt] v. 庆祝；庆贺；颂扬

278 ceremonies 1 英 ['serəməni] 美 ['serəmoʊni] n. 仪式；礼节；典礼

279 change 1 [tʃeindʒ] vt.改变；交换 n.变化；找回的零钱 vi.改变；兑换

280 children 1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281 Childs 1 n. 蔡尔兹

282 circulating 1 英 ['sɜːkjʊleɪtɪŋ] 美 ['sɜːkjə̩ leɪtɪŋ] adj. 循环的；流通的 动词circula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83 circumstances 1 ['sɜːkəmstənsɪz] n. 情况；境遇；事项；详细情节 名词circumstance的复数形式.

284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
除；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285 clerk 1 n.职员，办事员；店员；书记；记账员；<古>牧师，教士 vi.当销售员，当店员；当职员 n.（英）克拉克（人名）

286 clerked 1 英 [klɑːk] 美 [klɜ rːk] n. 职员；办事员 vi. (作为职员)工作

287 Clinton 1 n.克林顿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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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college 1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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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comfortably 1 ['kʌmfətəbli] adv.舒服地；安乐地；充裕地

292 committed 1 [kə'mitid] adj.坚定的；效忠的；承担义务的 v.承诺；委托；干坏事；付诸（commi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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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concentration 1 [,kɔnsən'treiʃən] n.浓度；集中；浓缩；专心；集合

295 congress 1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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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6 conservative 1 [kən'sə:vətiv] adj.保守的 n.保守派，守旧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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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constitution 1 n.宪法；体制；章程；构造；建立，组成；体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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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convinced 1 [kən'vinst] adj.确信的；深信的 v.使确信（convince的过去分词）；说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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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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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crab 1 [kræb] n.螃蟹；蟹肉；脾气乖戾的人；起重机 vt.抱怨；破坏；使偏航 vi.捕蟹；发牢骚；抱怨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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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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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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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deciding 1 [di'saidiŋ] adj.决定性的；无疑的 v.决定（decide的现在分词）

308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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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deny 1 [di'nai] vt.否定，否认；拒绝给予；拒绝…的要求 vi.否认；拒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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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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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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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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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dick 1 n.阴茎 n.侦探 n.誓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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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dimension 1 n.方面;[数]维；尺寸；次元；容积vt.标出尺寸 adj.规格的

318 district 1 ['distrikt] n.区域；地方；行政区

319 diverse 1 [dai'və:s, di-] adj.不同的；多种多样的；变化多的

320 do 1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（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）；（代替动词）；（用于加强语气） vi.行，足够；生长 n.（英）多（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
称） n.（口语）事件；（主英国口语）诈骗；（主英国、新西兰口语）宴会；（口语）必须做到的事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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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3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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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Durbin 1 n. 德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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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early 1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327 easier 1 [英 ['i:zɪə] 美 ['i:zɪr]] adj.更简单；容易些（easy的比较级形式）；较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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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elected 1 v.（进行）选举(el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推举； 选择；决定（做某事）

330 electric 1 [i'lektrik] adj.电的；电动的；发电的；导电的；令人震惊的 n.电；电气车辆；带电体

331 ended 1 adj.结束的（end的过去分词）

332 England 1 n.英格兰

333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334 eunice 1 n. 尤妮斯(女子名)

3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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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337 eventual 1 [i'ventʃuəl] adj.最后的，结果的；可能的；终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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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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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0 example 1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341 exist 1 [ig'zist] vi.存在；生存；生活；继续存在

342 explaining 1 [ɪk'spleɪn] v. 说明；解释

343 express 1 [ik'spres] vt.表达；快递 adj.明确的；迅速的；专门的 n.快车，快递，专使；捷运公司

344 eyed 1 [aid] adj.有…眼的 v.看；注视；考虑（eye的过去分词） n.(Eyed)人名；(阿拉伯)埃耶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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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6 factor 1 ['fæktə] n.因素；要素；[物]因数；代理人 vi.做代理商 vt.把…作为因素计入；代理经营；把…分解成 n.(Factor)人名；
(英)法克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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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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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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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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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flea 1 [fli:] n.跳蚤；低廉的旅馆；生蚤的动物

3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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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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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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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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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frontrunner 1 [f'rʌntrʌnə] n. 候选人的领跑者

358 fruit 1 [fru:t] n.水果；产物 vi.结果实 vt.使……结果实 n.(Fruit)人名；(法)弗吕；(英)弗鲁特

359 fund 1 [fʌnd] n.基金；资金；存款 vt.投资；资助 n.(Fund)人名；(德)丰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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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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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generation 1 [,dʒenə'reiʃən] n.一代；产生；一代人；生殖

363 genocide 1 ['dʒenəusaid] n.种族灭绝；灭绝整个种族的大屠杀

364 Germany 1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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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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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8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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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grandchildren 1 [ɡ'ræntʃɪldrən] n. 孙儿女们 名词grandchild的复数.

371 gratitude 1 n.感谢（的心情）；感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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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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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hare 1 [hεə] n.野兔 n.(Hare)人名；(印)哈雷；(英)黑尔；(法)阿尔

376 ha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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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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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heirlooms 1 n.祖传遗物，传家宝( heirloom的名词复数 )

379 Helena 1 [he'li:nə] n.海伦娜（女子名）

380 hid 1 [hid] v.隐藏；遮蔽（hid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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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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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3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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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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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4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385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386 II 1 abbr.微光（ImageIntensification）

387 immigrated 1 ['ɪmɪɡreɪt] v. 移居入境

388 importance 1 [im'pɔ:təns] n.价值；重要；重大；傲慢

389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390 incredibly 1 [in'kredəbli] adv.难以置信地；非常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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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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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3 investigates 1 [ɪn'vestɪɡeɪt] v. 调查；研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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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island 1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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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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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
399 joining 1 ['dʒɔiniŋ] n.连接；接缝；连接物

400 Judges 1 ['dʒʌdʒiz] n.士师记（又译《民长记》，旧约全书之一卷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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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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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Kentucky 1 [ken'tʌki; kən-] n.肯塔基州

4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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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known 1 [nəun] adj.已知的；知名的；大家知道的 v.知道（know的过去分词）

406 lane 1 [lein] n.小巷；[航][水运]航线；车道；罚球区 n.(Lane)人名；(英、俄)莱恩；(老)兰；(德、法、意、葡、塞、瑞典)拉内

407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408 la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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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late 1 [leit] adj.晚的；迟的；已故的；最近的 adv.晚；迟；最近；在晚期

410 laws 1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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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lee 1 [li:] n.保护；背风处 adj.保护的；庇荫的；避风的 n.(Lee)人名；(朝)李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利；(中)李(广东话·威
妥玛)

4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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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lifespan 1 ['laɪfspæn] n. 寿命；使用期限

4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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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6 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417 lived 1 [livd, 'laivd] adj.有生命的 v.居住（live的过去分词）；活着；度过；以…为生
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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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located 1 英 [ləʊ'keɪtɪd] 美 ['loʊkeɪtɪd] adj. 处于；位于
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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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1 longevity 1 [lɔn'dʒevəti] n.长寿，长命；寿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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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looming 1 ['lu:miŋ] n.上现蜃景；庞视；幽影 adj.隐隐约约的；正在逼近的 v.逼近；隐约可见（loom的ing形式）

4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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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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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6 low 1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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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4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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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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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9 market 1 ['mɑ:kit] n.市场；行情；股票市场；市面；集市；销路；商店 vt.在市场上出售 vi.做买卖 n.(Market)人名；(塞)马尔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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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1 mcconnell 1 麦康内尔(美国)

432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433 Michelle 1 [mi:'ʃel] n. 米歇尔(女子名)

434 might 1 [mait] n.力量；威力；势力 v.可以；或许（may的过去式）；应该 aux.可能；也许 n.(Might)人名；(英)迈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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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6 mimi 1 ['mimi; 'mi:mi] n.米米（女子名，Miriam的昵称）

437 Minnesota 1 [,mini'səutə] n.明尼苏达州（美国中北部洲）

438 minority 1 n.少数民族；少数派；未成年

439 mitch 1 [mitʃ] vi.逃学 n.(Mitch)人名；(英)米奇

440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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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murdered 1 英 ['mɜːdə(r)] 美 ['mɜ rːdər] n. 谋杀；谋杀案；<俚>要命的事 vt. 谋杀；糟蹋；损坏 vi. 谋杀

443 NAACP 1 [ˌendʌbəl̩ eɪsiː 'piː ] abbr.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(美国)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

444 names 1 [neɪmz] n.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.

445 narrow 1 ['nærəu] adj.狭窄的，有限的；勉强的；精密的；度量小的 n.海峡；狭窄部分，隘路 vt.使变狭窄 vi.变窄

446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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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8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449 niece 1 [ni:s] n.外甥女，侄女 n.(Niece)人名；(英)尼斯

450 nominated 1 ['nɒmɪneɪtɪd] adj. 被提名的；被任命的 动词nom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51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452 oath 1 [əuθ] n.誓言，誓约；诅咒，咒骂

453 Obama 1 n. 巴拉克- 奥巴马(1961-)；美国第44任总统(2009-)

454 offices 1 办公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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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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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7 oldest 1 ['əuldist] adj.最老的（old的最高级）；最旧的

458 oppose 1 [ə'pəuz] vt.反对；对抗，抗争 vi.反对

459 opposed 1 [ə'pəuzd] adj.相反的；敌对的 v.反对（oppose的过去分词）；使对立

460 opposition 1 [,ɔpə'ziʃən] n.反对；反对派；在野党；敌对

461 optimist 1 ['ɔptimist] n.乐观主义者；乐天派

462 o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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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464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465 outcome 1 ['autkʌm] n.结果，结局；成果

466 outgoing 1 adj.对人友好的，开朗的；出发的，外出的；即将离职的；乐于助人的 n.外出；流出；开支 v.超过；优于（outgo的
ing形式）

4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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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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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9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
470 Paul 1 [pɔ:l] n.保罗（男子名）

471 penned 1 [pen] n. 钢笔；笔；写作；围栏；雌天鹅 v. 写；把…关在圈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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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2 percent 1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
4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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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4 personal 1 ['pə:sənl] adj.个人的；身体的；亲自的 n.人事消息栏；人称代名词

475 photographed 1 英 ['fəʊtəɡrɑ fː] 美 ['foʊtəɡræf] n. 相片 vi. 拍照，摄影；被照相 vt. 给 ... 照相

4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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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7 picked 1 ['pikid, pikt] adj.采摘的；精选的 v.挑选；采摘（pick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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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9 planned 1 [plænd] adj.有计划的；根据计划的 v.打算（plan的过去分词）；设计

480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4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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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2 Poland 1 ['pəulənd] n.波兰（欧洲国家）

483 politically 1 [pə'litikli] adv.政治上

484 preserve 1 vt.保存；保护；维持；腌；禁猎 n.保护区；禁猎地；加工成的食品；（某人或群体的）专门活动

485 presidents 1 [p'rezɪdənts] n. 总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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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pretty 1 adj.漂亮的；可爱的；优美的 adv.相当地；颇 n.有吸引力的事物（尤指饰品）；漂亮的人 n.Pretty，普雷蒂（人名）

488 prevent 1 [pri'vent, pri:-] vt.预防，防止；阻止 vi.妨碍，阻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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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prison 1 ['prizən] n.监狱；监禁；拘留所 vt.监禁，关押 n.(Prison)人名；(德)普里松

491 processes 1 n.过程；[计]进程（process的复数） v.处理（proces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加工

492 profile 1 ['prəufail] n.侧面；轮廓；外形；剖面；简况 vt.描…的轮廓；扼要描述 vi.给出轮廓

493 publicly 1 ['pʌblikli] adv.公然地；以公众名义

494 queen 1 [kwi:n] n.女王，王后；（纸牌中的）皇后；（蜜蜂等的）蜂王 vt.使…成为女王或王后 vi.做女王 n.(Queen)人名；(英)奎
因

4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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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6 rabbit 1 ['ræbit] n.兔子，野兔 vt.让…见鬼去吧 vi.猎兔

497 race 1 n.属，种；种族，人种；家庭，门第；赛事，赛跑 vt.使参加比赛；和…竞赛；使急走，使全速行进 vi.比速度，参加竞
赛；全速行进 n.(Race)人名；(英)雷斯；(塞)拉采

498 rating 1 ['reitiŋ] n.等级；等级评定；额定功率 v.对…评价（rate的ing形式） n.(Rating)人名；(德)拉廷

499 reached 1 到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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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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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2 recaptured 1 英 [ˌriː 'kæptʃə(r)] 美 [ˌriː 'kæptʃər] v. 重新获得；再次经历；重温；再俘获 n. 重获；重获之物；再捕获

503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504 records 1 [rɪ'kɔː ds] n.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.

5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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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506 remarkable 1 [ri'mɑ:kəbl] adj.卓越的；非凡的；值得注意的

507 remembered 1 英 [rɪ'membə(r)] 美 [rɪ'membər] v. 记得；想起；记住，铭记；回忆；提及

508 remote 1 [ri'məut] adj.遥远的；偏僻的；疏远的 n.远程

509 replacement 1 [ri'pleismənt] n.更换；复位；代替者；补充兵员

510 representative 1 [,repri'zentətiv] adj.典型的，有代表性的；代议制的 n.代表；典型；众议员

511 republican 1 [ri'pʌblikən] adj.共和国的；共和政体的；共和主义的；拥护共和政体的 n.共和主义者

512 re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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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3 returned 1 [ri'tə:nd] adj.回国的；归来的；被送回的

514 reunited 1 ['riː ju 'ːnaɪtɪd] adj. 团聚的；再结合的；重聚的 动词reun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515 reveals 1 [rɪ'viː l] vt. 显示；透露；揭示；展现 n. (外墙与门或窗之间的)窗侧；门侧；(汽车的)窗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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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6 river 1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5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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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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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9 saint 1 [seint] n.圣人；圣徒；道德崇高的人 adj.神圣的 vt.成为圣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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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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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serving 1 ['sə:viŋ] n.服务；上菜；一份食物 v.服务（serve的ing形式） adj.用于上菜的 n.(Serving)人名；(瑞典)塞尔温

523 setting 1 ['setiŋ] n.环境；安装；布置；[天]沉落 v.放置；沉没；使…处于某位置（se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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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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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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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7 singing 1 ['siŋiŋ] n.歌唱；歌声；耳鸣；振鸣 adj.唱歌的；音乐般的 v.唱歌（sing的ing形式）

528 sister 1 n.姐妹；（称志同道合者）姐妹；修女；护士 adj.姐妹般的；同类型的

529 sisters 1 ['sɪstəz] 名词sister的复数形式

5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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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1 sitting 1 ['sitiŋ] n.入席，就坐；开庭；孵卵；坐着的一段时间 adj.坐着的；孵卵中的；在任期中的 v.坐；坐落（sit的ing形式） n.
(Sitting)人名；(英)西廷

532 sloth 1 [slɔθ] n.怠惰，懒惰；[脊椎]树懒 n.(Sloth)人名；(丹)斯洛特

533 smart 1 [smɑ tː] adj.聪明的；巧妙的；敏捷的；厉害的；潇洒的；剧烈的；时髦的 n.(Smart)人名；(法)斯马尔；(英、德)斯马特

534 solicitor 1 [sə'lisitə] n.律师；法务官；募捐者；掮客

535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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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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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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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8 soup 1 [su:p] n.汤，羹；马力 vt.加速；增加马力

539 soviet 1 ['sauviət, 'sɔ-] adj.苏联的；苏维埃的；委员会的 n.苏维埃（代表会议）；委员会；代表会议

5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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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1 spent 1 [spent] adj.耗尽了的；精疲力尽的 v.花费（spend的过去分词）；浪费；耗费

542 squid 1 [skwid] n.鱿鱼；乌贼；枪乌贼

543 stands 1 [stænd] v. 站立；忍受；位于；停滞 n. 站立；货摊；停顿；看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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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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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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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7 stevens 1 ['sti:vnz] n.史蒂文斯（姓氏）

548 successor 1 [sək'sesə] n.继承者；后续的事物

5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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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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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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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2 symbol 1 ['simbəl] n.象征；符号；标志

5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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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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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5 teenager 1 ['ti:n,eidʒə] n.十几岁的青少年；十三岁到十九岁的少年

556 terrapin 1 ['terəpin] n.水龟（产于北美淡水中，可食用）

557 terrapins 1 n.（北美的）淡水龟( terrapin的名词复数 )

558 terror 1 ['terə] n.恐怖；恐怖行动；恐怖时期；可怕的人 n.(Terror)人名；(南非)特罗尔

559 thankful 1 ['θæŋkful] adj.感谢的；欣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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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0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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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2 though 1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5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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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4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565 tortoises 1 n. 乌龟（tortoise的复数）

566 trail 1 vt.追踪；拖；蔓延；落后于 n.小径；痕迹；尾部；踪迹；一串，一系列 vi.飘出；蔓生；垂下；拖曳 n.(Trail)人名；(英)
特雷尔

567 train 1 [trein] n.火车；行列；长队；裙裾 v.培养；训练；瞄准 n.(Train)人名；(英)特雷恩；(法)特兰；(意)特拉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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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9 Tremonton 1 n. 特里蒙顿(在美国；西经 112º10' 北纬 41º43')

570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71 turtles 1 英 ['tɜ tːl] 美 ['tɜ rːtl] n. 高翻领；【动】龟，海龟 v. 倾覆，翻身；捕龟

572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73 under 1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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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5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576 upcoming 1 ['ʌp,kʌmiŋ] adj.即将来临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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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8 us 1 pron.我们

579 Utah 1 ['ju:tɑ:] n.美国犹他州

580 vacancy 1 ['veikənsi] n.空缺；空位；空白；空虚

581 vast 1 [vɑ:st, væst] adj.广阔的；巨大的；大量的；巨额的 n.浩瀚；广阔无垠的空间 n.(Vast)人名；(法)瓦斯特

582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83 very 1 ['veri] adj.恰好是，正是；甚至；十足的；特有的 adv.非常，很；完全 n.(Very)人名；(英)维里

584 vetted 1 [vet] n. 兽医；老兵 vt. 诊疗；审查 vi. 作兽医

585 Victoria 1 [vik'tɔ:riə] n.维多利亚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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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7 viewpoints 1 [v'juːpɔɪnts] 观点

588 vowed 1 [vaʊ] n. 誓约 v. 发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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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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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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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2 weekend 1 [,wi:k'end, 'wi:kend] n.周末，周末休假；周末聚会 adj.周末的，周末用的 vi.度周末

593 wh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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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4 whatever 1 [hwɔt'evə, 'hwət-] adj.不管什么样的 pron.无论什么；诸如此类 conj.无论什么

595 whil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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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6 whip 1 [hwip] vt.抽打；煽动；搅打（蛋，奶油）；彻底击败 n.鞭子；抽打；车夫；[机]搅拌器 vi.抽打；急走；拍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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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8 whoever 1 [hu:'evə] pron.无论谁；任何人 n.《爱谁谁》（电影名）

599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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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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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2 wright 1 [rait] n.制作者；工人

603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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