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2-02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by 5 ['æbi] n.艾比（女子名）

2 able 2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3 about 4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4 accessible 1 [ək'sesəbl] adj.易接近的；可进入的；可理解的

5 accompanied 1 [ə'kʌmpəni] vt. 陪伴；伴随...发生；补充；给 ... 伴奏 vi. 伴奏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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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ccounts 1 [ə'kaʊnts] n. 帐目；叙述；账户；客户，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.

8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9 added 1 ['ædɪd] adj. 附加的；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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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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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fternoon 1 [,ɑ:ftə:'nu:n, ,æf-, 'ɑ:ftə'nu:n, 'æf-] n.午后，下午

13 aircraft 2 ['εəkrɑ:ft] n.飞机，航空器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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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alessio 1 n. 莱什(在阿尔巴尼亚；东经 19º40' 北纬 41º45')

16 all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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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llies 1 ['ælaiz] n.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同盟国；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协约国

18 almost 3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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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always 2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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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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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America 2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24 American 3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25 an 9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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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and 58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8 angeles 1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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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no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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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ntennas 1 [æn'tenəz] 天线

32 an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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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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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35 anyway 1 ['eniwei] adv.无论如何，不管怎样；总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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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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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39 ar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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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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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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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array 1 [ə'rei] n.数组，阵列；排列，列阵；大批，一系列；衣服 vt.排列，部署；打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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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artificial 1 [,ɑ:ti'fiʃəl] adj.人造的；仿造的；虚伪的；非原产地的；武断的

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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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Asia 2 ['eiʃə] n.亚洲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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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7 audience 1 [ˈɔː diəns] n.观众；听众；读者；接见；正式会见；拜会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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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aviation 1 [,eivi'eiʃən] n.航空；飞行术；飞机制造业

50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51 back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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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band 1 n.带，环；[物]波段；(演奏流行音乐的)乐队 vi.用带绑扎；给...镶边 n.n.乐队；队；一群

53 bankers 1 Bankers Publishing (Boston) 银行出版物(波士顿)

54 based 1 [beist] v.立基于，以…为基础（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有根基的

55 basically 1 ['beisikəli] adv.主要地，基本上

56 be 13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57 because 4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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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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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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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Beijing 1 ['bei'dʒiŋ] n.北京（等于Peking或Pekin）

62 being 3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63 bengals 1 ['benɡælz] 孟加拉棉,孟加拉薄细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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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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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beyond 1 [bi'jɔnd] prep.超过；越过；那一边；在...较远的一边 adv.在远处；在更远处 n.远处

67 biden 1 n. 拜登(姓氏)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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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bigger 2 [bɪgə] adj.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.

70 biggest 2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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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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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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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blood 1 [blʌd] n.血，血液；血统 vt.从…抽血；使先取得经验 n.(Blood)人名；(英、西)布拉德

75 body 2 ['bɔdi] n.身体；主体；大量；团体；主要部分 vt.赋以形体 n.(Body)人名；(英、法、罗)博迪

76 bolt 3 n.螺栓，螺钉；闪电，雷电；门闩；弩箭;（布的）一匹，一卷 vt.筛选；囫囵吞下；（把门、窗等）闩上；突然说出，脱
口说出 vi.（门窗等）闩上，拴住；冲出，跳出；（马等的）脱缰；囫囵吞下 adv.突然地；像箭似地；直立地

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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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borrow 1 ['bɔrəu] vi.借；借用；从其他语言中引入 vt.借；借用 n.(Borrow)人名；(英)博罗

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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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bottom 2 ['bɔtəm] n.底部；末端；臀部；尽头 adj.底部的 vt.装底；测量深浅；查明真相 vi.到达底部；建立基础 n.(Bottom)人名；
(英)博顿

81 bounds 1 [baundz] n.界限；跳动（bound的复数） v.跳跃；弹回；限定；邻接（bound的三单形式） n.(Bounds)人名；(英)邦兹

82 bowl 4 [bəul] n.碗；木球；大酒杯 vi.玩保龄球；滑动；平稳快速移动 vt.投球；旋转；平稳快速移动

83 boy 1 [bɔi] n.男孩；男人 n.(Boy)人名；(英、德、西、意、刚(金)、印尼、瑞典)博伊；(法)布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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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 boys 2 n.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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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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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brighter 1 [braɪt] adj. 明亮的；聪明的；阳光的；生动的；有前途的 adv. 一早 n. 亮色

88 budget 1 ['bʌdʒit] n.预算，预算费 vt.安排，预定；把…编入预算 vi.编预算，做预算 adj.廉价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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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busiest 1 adj.最忙的（busy的最高级形式）

91 bu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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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buy 1 [bai] vt.购买；获得；贿赂 vi.买，采购 n.购买，买卖；所购的物品 n.(Buy)人名；(法)比伊

93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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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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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6 can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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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Canada 3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98 canopy 1 ['kænəpi] n.天篷；华盖；遮篷；苍穹 vt.用天蓬遮盖；遮盖

99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100 carrier 1 ['kæriə] n.[化学]载体；运送者；带菌者；货架 n.(Carrier)人名；(英)卡里尔；(法)卡里耶

101 carriers 1 ['kæriəz] 载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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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central 1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104 certainly 1 ['sə:tənli] adv.当然；行（用于回答）；必定

105 challenge 2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
106 champion 1 ['tʃæmpiən] n.冠军；拥护者；战士 vt.支持；拥护 adj.优胜的；第一流的 n.(Champion)人名；(英)钱皮恩；(法)尚皮翁

107 championship 1 ['tʃæmpiənʃip] n.锦标赛；冠军称号；冠军的地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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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changing 1 ['tʃeɪndʒɪŋ] vbl. 变更；换车；兑换

110 cheapest 1 [tʃiː pɪst] adj. 最便宜 形容词cheap的最高级形式.

111 china 7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112 Chinese 3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113 chip 1 vt.削，凿；削成碎片 vi.剥落；碎裂 n.[电子]芯片；筹码；碎片；(食物的)小片;薄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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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circulated 1 ['sɜːkjʊleɪtɪd] adj. 流通的 动词circul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116 city 1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117 claims 3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
118 classified 1 [/'klæsifaid] adj.分类的；类别的；机密的 n.分类广告 v.把…分类（classify的过去分词）

119 clearly 1 ['kliəli] adv.清晰地；明显地；无疑地；明净地

120 clicked 1 [klɪk] n. 咔嗒声；[计]点击 v. （使）发出咔嗒声；点击

121 clip 4 n.（塑料或金属的）夹子；回纹针；修剪；剪报 vt.剪；剪掉；缩短；给…剪毛（或发）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
某物上 vi.剪；修剪；剪下报刊上的文章（或新闻、图片等）；迅速行动；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某物上

122 closets 1 英 ['klɒzɪt] 美 ['klɑːzət] n. 壁橱；衣帽间；密室；厕所 adj. 隐藏的；不公开的；空谈的 vt. 把 ... 关在房间里

123 cnn 6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124 coach 1 n.教练；旅客车厢；长途公车；四轮大马车 vt.训练；指导 vi.作指导；接受辅导；坐马车旅行 n.蔻驰（皮革品牌）

125 collects 1 [kə'lekt] v. 收集；聚集；募捐；运走；使（自己）镇定

126 college 2 ['kɔlidʒ] n.大学；学院；学会

127 comes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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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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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9 competitors 1 [kəm'petɪtəz] 竞争对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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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 complication 1 [,kɔmpli'keiʃən] n.并发症；复杂；复杂化；混乱

131 computers 1 [kəm'pju tːəz] n.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.

1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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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containing 1 [kən'teɪnɪŋ] n. 包含；包括 v. 容纳；包含；抑制；克制（动词contain的现在分词）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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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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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controls 1 英 [kən'trəʊls] 美 [kən'troʊls] n. 控制器；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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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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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cost 1 vt.花费；使付出；使花许多钱；估价，估算成本 vi.花费 n.费用，代价，成本；损失

140 could 3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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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143 crash 5 [kræʃ] n.撞碎；坠毁；破产；轰隆声；睡觉 vi.摔碎；坠落；发出隆隆声；(金融企业等)破产 vt.打碎；使坠毁、撞坏；擅
自闯入

144 crashed 1 [kræʃt] adj.失事的 v.碰撞，坠落，破产，垮台（crash的过去式）；崩溃

145 credibility 1 [,kredi'biləti] n.可信性；确实性

146 curling 1 ['kə:liŋ] n.头发的卷曲；卷缩；冰上溜石游戏 v.卷曲（curl的ing形式） n.(Curling)人名；(西、英)柯林

147 current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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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currently 1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149 cycling 1 ['saikliŋ] n.骑脚踏车消遣；骑脚踏车兜风

150 dad 2 [dæd] n.爸爸；爹爹 n.(Dad)人名；(孟、巴基、阿富)达德；(泰)达

151 data 1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152 daughter 1 ['dɔ:tə] n.女儿；[遗][农学]子代 adj.女儿的；子代的

153 da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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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daylights 1 ['deilaits] n.生命；理智；间隙（daylight的复数） v.使沐浴于日光（dayligh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1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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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debut 1 ['deibju:] n.初次登台；开张 vi.初次登台 n.(Debut)人名；(法)德比

157 deck 1 [dek] n.甲板；行李仓；露天平台 vt.装饰；装甲板；打扮 n.(De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德克

158 defending 1 [dɪ'fend] v. 防守；防护；辩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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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definitely 1 ['definitli] adv.清楚地，当然；明确地，肯定地

161 definition 1 [,defi'niʃən] n.定义；[物]清晰度；解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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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developed 1 [di'veləpid] adj.发达的（国家或地区）；成熟的

164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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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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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discovery 1 [dis'kʌvəri] n.发现，发觉；被发现的事物

168 dispute 1 [dis'pju:t, 'dis-] vt.辩论；怀疑；阻止；抗拒 vi.争论 n.辩论；争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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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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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diversify 1 [dai'və:sifai, di-] vt.使多样化，使变化；增加产品种类以扩大

172 do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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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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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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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doing 3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175 don 1 [dɔn] n.先生，阁下；指导教师，大学教师 vt.穿上 n.(Don)人名；(缅)顿；(英)唐(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)

176 don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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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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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draw 1 [drɔ:] vt.画；拉；吸引 vi.拉；拖 n.平局；抽签 n.(Draw)人名；(英)德劳

179 dream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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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dress 1 [dres] vt.给…穿衣 vi.穿衣 n.连衣裙；女装 n.(Dres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德雷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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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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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edge 1 [edʒ] n.边缘；优势；刀刃；锋利 vt.使锐利；将…开刃；给…加上边 vi.缓缓移动；侧着移动 n.(Edge)人名；(英)埃奇

184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1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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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encourage 1 [in'kʌridʒ] vt.鼓励，怂恿；激励；支持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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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engineer 1 [,endʒi'niə] n.工程师；工兵；火车司机 vt.设计；策划；精明地处理 vi.设计；建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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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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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1 escaped 1 [ɪ'skeɪpt] adj. 逃脱的 动词esca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2 especially 2 [i'speʃəli] adv.特别；尤其；格外

193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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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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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ever 3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197 every 2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198 everyone 1 ['evriwʌn] pron.每个人；人人 n.每个人

199 everything 1 pron.每件事物；最重要的东西；（有关的）一切；万事

200 exhaustion 1 [ig'zɔ:stʃən] n.枯竭；耗尽；精疲力竭

201 expensive 3 [ik'spensiv] adj.昂贵的；花钱的

202 expert 1 ['ekspə:t, ek'spə:t] adj.熟练的；内行的；老练的 n.专家；行家；能手 vt.当专家；在…中当行家 n.(Expert)人名；(法)埃克斯
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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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exposed 2 [ik'spəuzd] adj.暴露的，无掩蔽的 v.暴露，揭露（expose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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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factors 1 英 ['fæktə(r)] 美 ['fæktər] n. 因素；因数；因子 vt. 把 ... 因素包括进去 vi. 作为因素

207 facts 1 n. 事实 名词fact的复数形式.

208 fall 1 [fɔ:l] vi.落下；变成；来临；减弱 n.下降；秋天；瀑布 vt.砍倒；击倒 adj.秋天的 n.(Fall)人名；(法、芬、瑞典)法尔；(英、
匈)福尔；(阿拉伯)法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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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fa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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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father 1 ['fɑ:ðə] n.父亲，爸爸；神父；祖先；前辈 vt.发明，创立；当…的父亲

212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213 fencing 1 ['fensiŋ] n.剑术；围墙；筑栅栏的材料 v.击剑；围住；避开（fence的ing形式）

214 fighter 2 ['faitə] n.战士，斗争者；斗士；奋斗者；好战者

215 figure 2 ['figə] n.数字；人物；图形；价格；（人的）体形；画像 vi.计算；出现；扮演角色 vt.计算；认为；描绘；象征

216 final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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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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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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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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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flash 6 [flæʃ] vt.使闪光；反射 n.闪光，闪现；一瞬间 vi.闪光，闪现；反射 adj.闪光的，火速的 n.(Flash)人名；(西)弗拉什

221 flashes 2 ['flæʃɪz] n. 光芒；闪光 动词flash的复数形式.

222 flexing 1 ['fleksɪŋ] n. 挠曲；可挠性 动词flex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23 flight 1 [flait] n.飞行；班机；逃走 vt.射击；使惊飞 vi.迁徙 n.(Flight)人名；(英)弗莱特

2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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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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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foot 1 [fut] n.脚；英尺；步调；末尾 vi.步行；跳舞；总计 vt.支付；给……换底 n.(Foot)人名；(英)富特

227 football 1 ['fut,bɔ:l] n.足球，橄榄球 vi.踢足球；打橄榄球

228 for 2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229 force 1 [fɔ:s] n.力量；武力；军队；魄力 vt.促使，推动；强迫；强加 n.(Force)人名；(意)福尔切；(英、法)福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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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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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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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four 2 [fɔ:] num.四；四个 adj.四的；四个的 n.(Four)人名；(西)福尔；(法)富尔

234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235 from 12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36 fun 4 [fʌn] n.乐趣；玩笑；有趣的人或事 adj.供娱乐用的 vi.开玩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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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game 1 [geim] n.游戏；比赛 adj.勇敢的 vi.赌博 n.(Game)人名；(英)盖姆；(法)加姆；(西)加梅

239 game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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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0 generally 1 ['dʒenərəli] adv.通常；普遍地，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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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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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girl 1 n.女孩；姑娘，未婚女子；女职员，女演员；（男人的）女朋友 n.（捷）吉尔

244 girls 1 ['ɡɜ lːz] n.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.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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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given 1 adj.赠予的；沉溺的；规定的 prep.考虑到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分词） n.(Given)人名；(英、土)吉文

247 gloating 1 [ɡləʊtɪŋ] adj. 心满意足的；沾沾自喜的 动词gloa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48 g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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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49 goes 2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
250 go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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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gold 3 [gəuld] n.金，黄金；金色；金币 adj.金的，金制的；金色的 n.(Go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、罗、捷、瑞典)戈尔德

252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253 good 2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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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grade 1 [greid] n.年级；等级；成绩；级别；阶段 vt.评分；把…分等级 vi.分等级；逐渐变化 n.(Grade)人名；(英)格雷德；(法、
德、西、葡、塞、瑞典)格拉德

256 grea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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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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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grew 1 [gru:] v.成长，种植（grow的过去式） n.(Grew)人名；(芬)格雷夫；(英、葡)格鲁

259 Griffith 1 ['grifiθ] n.格里菲思（女子名，Griffin的异体）

260 ground 1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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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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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growing 3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263 guys 2 [ɡaɪ] n. 家伙；(男)人 n. 拉索；牵索 vt. 嘲笑

264 had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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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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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happened 1 ['hæpəned] adj.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67 has 2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
268 hated 1 [heɪt] v. 憎恨；厌恶；讨厌 n. 憎恨；厌恶

269 hav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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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having 4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271 h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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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heavily 1 ['hevili] adv.沉重地；猛烈地；沉闷地

2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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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4 he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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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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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herself 2 [hə:'self] pron.她自己（she的反身代词）；她亲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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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279 hike 1 [haik] vi.远足；徒步旅行；上升 vt.提高；拉起；使…高涨 n.远足；徒步旅行；涨价

2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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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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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history 2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283 hockey 22 ['hɔki] n.曲棍球；冰球 n.(Hockey)人名；(英)霍基

2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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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Hong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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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horizontal 1 ['hɔri'zɔntəl] adj.水平的；地平线的；同一阶层的 n.水平线，水平面；水平位置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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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how 4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289 huge 1 [hju:dʒ] adj.巨大的；庞大的；无限的 n.(Huge)人名；(英)休奇

290 ice 5 [[ais] n.冰；冰淇淋；矜持；（俚）钻石 vt.冰镇；结冰 vi.结冰 adj.冰的 n.(Ice)人名；(英)艾斯；(法)伊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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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2 images 1 ['ɪmɪdʒ] n. 印象；形象；影像；图像；肖像 vt. 反映；想像；描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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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4 in 4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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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95 inaudible 1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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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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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indigenous 3 [in'didʒinəs] adj.本土的；土著的；国产的；固有的

299 injured 1 ['indʒəd] adj.受伤的；受损害的

300 interested 2 ['intristid, 'intər-] adj.感兴趣的；有权益的；有成见的 v.使…感兴趣（interest的过去分词）

301 international 3 n.国际组织；国际体育比赛；外国居留者；国际股票 adj.国际的；两国（或以上）国家的；超越国界的；国际
关系的；世界的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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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investigation 1 [in,vesti'geiʃən] n.调查；调查研究

304 is 2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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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5 Islands 1 ['ailənds] n.群岛（island的复数）；岛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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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it 3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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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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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310 Ivan 2 ['aivən] n.伊凡（男子名）

311 jet 3 [dʒet] n.喷射，喷嘴；喷气式飞机；黑玉 adj.墨黑的 vt.射出 vi.射出；[航]乘喷气式飞机

312 jim 1 [dʒim] n.吉姆（人名）

313 journey 1 ['dʒə:ni] n.旅行；行程 vi.旅行 n.(Journey)人名；(英)朱尼，朱妮(女名)

314 jus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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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kick 1 [kik] vt.踢；反冲，朝后座 n.踢；反冲，后座力 vi.踢；反冲 n.(Kick)人名；(德)基克

316 kid 2 [kid] n.小孩；小山羊 vt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vi.欺骗；取笑；戏弄 adj.小山羊皮制的；较年幼的 n.(Kid)人名；(英)基德

317 kids 2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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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Kings 1 [kiŋz] n.《列王纪》（《圣经》中的篇章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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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know 6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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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3 Kong 1 [kɔŋ] n.钢；含锡砾石下的无矿基岩 n.(Kong)人名；(泰)空；(老、柬)贡

324 Korea 1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325 lands 1 [lændz] n. 平原；土地 名词land的复数形式.

326 lasted 1 ['lɑːstɪd] adj. 持续的 动词la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327 later 1 ['leitə] adv.后来；稍后；随后 adj.更迟的；更后的 n.(Later)人名；(德)拉特

328 Layton 1 n.(Layton)人名；(英、德)莱顿

329 lead 1 [[li:d] [led]] n.领导；铅；导线；榜样 vt.领导；致使；引导；指挥 vi.领导；导致；用水砣测深 adj.带头的；最重要的 n.
(Lead)人名；(英)利德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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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332 lett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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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letting 2 ['letiŋ] n.出租；租金 v.让，允许（let的现在分词）

334 lightly 1 ['laitli] adv.轻轻地；轻松地；容易地；不费力地

335 lightning 10 adj.闪电的；快速的 n.闪电 vi.闪电

336 lik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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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limitations 1 [lɪmɪ'teɪʃnz] n. 局限；不足之处 名词limitation的复数形式.

338 lit 1 [lit] adj.照亮的，点着的（ligh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 n.(Lit)人名；(瑞典)利特；(老)李

339 little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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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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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locker 1 ['lɔkə] n.柜，箱；上锁的人；有锁的橱柜；锁扣装置；有锁的存物柜 n.(Lock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法)洛克

342 London 1 ['lʌndən] n.伦敦

343 long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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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4 longest 1 ['lɔŋgist, 'lɔ:ŋ-] adj.最长的 n.(Longest)人名；(英)朗格斯特

3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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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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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Los 1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英)洛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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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8 lo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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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Louisiana 1 [lu:,i:zi'ænə] n.美国路易斯安那州

350 loved 1 [lʌvd] v.热爱（love的过去分词） adj.恋爱的；受珍爱的

351 loves 1 [lʌv] v. 爱；热爱；喜欢 n. 爱；热爱；爱情；恋爱；喜爱；情人；(网球)零分

352 lucky 1 ['lʌki] adj.幸运的；侥幸的

353 lvi 2 n. 步兵登陆舰

3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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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mak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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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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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mapping 2 ['mæpiŋ] v.绘图；筹划（map的ing形式） n.地图；绘图；[数]映像

359 maritime 1 ['mæritaim] adj.海的；海事的；沿海的；海员的

360 Mary 1 ['mɛəri] n.玛丽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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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me 10 [mi:, 弱mi] pron.我（宾格） n.自我；极端自私的人；自我的一部分 n.(Me)人名；(日)马(姓)；(朝)袂；(阿拉伯、柬、老)梅

363 mea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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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measure 2 ['meʒə] n.测量；措施；程度；尺寸 vt.测量；估量；权衡 vi.测量；估量

365 medal 2 ['medəl] n.勋章，奖章；纪念章 n.(Medal)人名；(西、捷)梅达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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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mega 7 ['megə] n.百万 adj.许多；宏大的 adv.非常 n.(Mega)人名；(葡、意、捷、塞)梅加

368 meteorological 1 [,mi:tiərə'lɔdʒikəl] adj.气象的；气象学的

369 metropolitan 1 [,metrə'pɔlitən] adj.大都市的；大主教辖区的；宗主国的 n.大城市人；大主教；宗主国的公民

370 Miles 2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371 military 1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3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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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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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ministry 1 ['ministri] n.（政府的）部门

375 mission 1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
376 mom 1 [mɔm] n.妈妈 n.(Mom)人名；(柬)蒙

377 moments 1 英 ['məʊmənt] 美 ['moʊmənt] n. 片刻 名词moment的复数形式.

378 mo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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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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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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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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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2 mustang 1 ['mʌstæŋ] n.野马（产于墨西哥和北美平原）；海军行伍出身的军官（美国俚语）

383 my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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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385 naval 1 ['neivəl] adj.海军的；军舰的 n.(Naval)人名；(西、德、印)纳瓦尔

386 navy 3 ['neivi] n.海军 深蓝色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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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networks 2 英 ['netwɜːk] 美 ['netwɜ rːk] n. 网点；网络；网状系统；广播公司

389 never 2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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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1 nhl 2 abbr. National Hockey League (美国)全国曲棍球联合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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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2 night 1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393 no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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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northern 1 ['nɔ:ðən] adj.北部的；北方的 n.北部方言

395 not 4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96 noticed 1 ['nəʊtɪst] v. 注意，通知，留意（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97 now 3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3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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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9 obviously 1 ['ɔbviəsli] adv.明显地 显然地

400 occurred 1 [ə'kɜːd] adj. 发生的 动词occu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01 ocean 2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402 October 1 [ɔk'təubə] n.[天]十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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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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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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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oh 1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
407 Olympian 1 [əu'limpiən] adj.威严的；奥林匹克竞赛的；奥林匹斯山的 n.奥运会选手

408 Olympic 4 [əu'limpik] adj.奥林匹斯山的，奥林匹亚的；奥林匹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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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On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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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on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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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ongoing 1 ['ɔn,gəuiŋ, 'ɔ:n-] adj.不间断的，进行的；前进的 n.前进；行为，举止

4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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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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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operating 1 ['ɔpəreitiŋ] adj.操作的；[外科]外科手术的 v.操作（operate的ing形式）；动手术

416 o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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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organization 1 [,ɔ:gənai'zeiʃən, -ni'z-] n.组织；机构；体制；团体

418 other 5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419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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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over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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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overseas 1 ['əuvə'si:z] adv.在海外，海外 adj.海外的，国外的

423 pacific 1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
424 Paraguay 1 ['pærəgwai] n.巴拉圭（南美洲一国名）

4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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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6 patalano 1 帕塔拉诺

427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
428 peace 1 [pi:s] n.和平；平静；和睦；秩序 n.(Peace)人名；(英)皮斯

429 people 4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430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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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1 peter 1 vt.逐渐消失；耗尽 vi.使…精疲力竭 n.麻醉品；保险箱 n.彼得(男子名)

432 Philippines 1 ['filipi:nz; fili'pi:nz] n.菲律宾

433 pilot 2 ['pailət] n.飞行员；领航员 adj.试点的 v.驾驶；领航；试用 n.(Pilot)人名；(意、印)皮洛特；(法)皮洛

434 plac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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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5 plane 2 [plein] n.飞机；平面；程度，水平 vi.刨；乘飞机旅行；翱翔 vt.刨平；用刨子刨；掠过水面 adj.平的；平面的 n.(Plane)人
名；(塞、瑞典、法)普拉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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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6 planes 1 [pleɪns] n. 位面；飞机 名词plane的复数形式.

437 planet 1 ['plænit] n.行星 n.(Planet)人名；(法)普拉内；(西、葡)普拉内特

438 play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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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9 played 1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440 player 4 n.运动员，比赛者；游戏者，做游戏的人；演奏者，表演者；演员；播放器

441 players 5 n.队员，参与者；玩家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；迷你音碟机，雷射唱盘（player的复数形式）

442 playing 3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
4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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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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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predict 1 [pri'dikt] vt.预报，预言；预知 vi.作出预言；作预料，作预报

4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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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47 price 1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
448 prices 4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
449 probably 1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450 professor 1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451 proving 1 ['pru:viŋ] v.证明；校对；发酵（prove的ing形式） n.证明；检查；校对 adj.检验的

452 pucks 1 n.恶作剧的小妖精( puck的名词复数 )

453 raise 1 [reiz] vt.提高；筹集；养育；升起 vi.上升 n.高地；上升；加薪 n.(Raise)人名；(英)雷兹

454 rar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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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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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6 re 4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4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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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8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459 really 9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460 received 1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461 receivers 1 [rɪ'siː vəz] 接收机

462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463 record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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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4 recorded 1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
465 recover 1 [ri'kʌvə] vt.恢复；弥补；重新获得 vi.恢复；胜诉；重新得球 n.还原至预备姿势 n.(Recover)人名；(西)雷科韦尔

466 recovering 1 [ri'kʌvəriŋ] n.恢复；再生；补偿 v.恢复；再生（recover的现在分词形式）

467 region 2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468 regional 1 ['ri:dʒənəl] adj.地区的；局部的；整个地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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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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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1 reminder 1 [ri'maində] n.暗示；提醒的人/物；催单

472 represent 2 [,repri'zent] vt.代表；表现；描绘；回忆；再赠送 vi.代表；提出异议

473 researchers 1 ['rɪsɜ tːʃəz] n. 研发人员，研究人员（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）

474 reserve 1 n.储备，储存；自然保护区；预备队；缄默；[金融]储备金 vt.储备；保留；预约 vi.预订 n.(Reserve)人名；(法)勒塞尔
夫

4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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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6 reverse 1 [ri'və:s] n.背面；相反；倒退；失败 vt.颠倒；倒转 adj.反面的；颠倒的；反身的 vi.倒退；逆叫

477 rink 1 ['riŋk] n.溜冰场，室内溜冰场；冰球场 vi.溜冰 n.(Rink)人名；(德)林克

478 rinks 1 n.溜冰场( rink的名词复数 )

479 rivals 1 ['raɪvl] n. 竞争者；对手；同伴 adj. 竞争的 v. 竞争；与 ... 相匹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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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0 river 1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481 rooms 1 [ruːm] n. 房间；空间；机会 v. 寄宿；给…提供留宿

482 roots 1 [ru tː] n. 根；根源；根本 v. 生根；扎根；根除

483 roque 12 [rəuk] n.槌球；（美）短柄槌球（一种在硬地面上玩的游戏） n.(Roque)人名；(法、西、葡)罗克

484 roster 1 ['rɔstə, 'rəu-] n.花名册；执勤人员表；逐项登记表

485 roughly 1 ['rʌfli] adv.粗糙地；概略地

486 routes 1 ['ru tːs] n. 航线；路线 名词route的复数形式.

487 row 1 [rəu] n.行，排；划船；街道；吵闹 vt.划船；使……成排 vi.划船；争吵 n.(Row)人名；(英)罗

4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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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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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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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sailors 1 ['seɪləz] 海员

492 sails 1 [seɪl] v. 航行；驾(船) n. 帆；航行；航海

493 salvage 1 ['sælvidʒ] n.打捞；海上救助；抢救财货；救难的奖金 vt.抢救；海上救助 n.(Salvage)人名；(法)萨尔瓦热

494 satellites 2 n. 卫星；人造卫星 名词satellite的复数形式.

495 say 3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496 saying 2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497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98 scared 1 [skεəd] adj.害怕的 v.使害怕（scare的过去分词）

499 schooler 1 斯库勒（男子名）

500 scientists 2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501 sea 4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502 season 1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503 seats 1 ['siː ts] n.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.

504 second 2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505 seconds 2 ['sekəndz] n. 秒，时刻 名词second的复数

506 see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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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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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08 selling 1 ['seliŋ] n.销售；出售 v.出售（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 n.(Selling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塞林

5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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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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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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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2 she 20 [ʃi:] pron.她（主格）；它（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、船舶、地球、月亮等） n.女人；雌性动物 n.(She)人名；(中)佘(普通
话·威妥玛)

513 shelter 1 ['ʃeltə] n.庇护；避难所；遮盖物 vt.保护；使掩蔽 vi.躲避，避难 n.(Shelter)人名；(英)谢尔特

514 shipping 1 ['ʃipiŋ] n.[船]船舶，船舶吨数；海运；运送 v.运送，乘船（ship的ing形式） n.(Shipping)人名；(英)希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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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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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7 show 2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518 shows 1 ['ʃəʊz] n. 表明；说明；放映；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.

519 signaling 1 ['sɪgnəlɪŋ] n. 打信号；发信号 动词signal的现在分词.

520 since 2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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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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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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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itting)人名；(英)西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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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4 skates 3 [skeɪts] n. 冰鞋 名词skate的复数形式.

5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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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26 skill 1 [skil] n.技能，技巧；本领，技术 n.(Skill)人名；(瑞典)希尔

527 so 10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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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8 social 1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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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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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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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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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33 south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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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4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535 spokesman 2 ['spəuksm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536 sport 3 [spɔ:t] n.运动；游戏；娱乐；运动会；玩笑 vi.游戏 vt.游戏；参加体育运动；夸耀 adj.运动的

537 sports 1 n.运动；运动会（sport的复数）；（报纸）体育版面；突变；娱乐 adj.运动的；适用于运动的 v.娱乐；戏弄（sport的
第三人称单数）

538 spring 1 [spriŋ] n.春天；弹簧；泉水；活力；跳跃 adj.春天的 vi.生长；涌出；跃出；裂开 vt.使跳起；使爆炸；突然提出；使弹
开 n.(Spring)人名；(德)施普林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普林

539 st 2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540 stage 2 [steidʒ] n.阶段；舞台；戏剧；驿站 vt.举行；上演；筹划 vi.举行；适于上演；乘驿车旅行 n.(Stage)人名；(英)斯特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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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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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State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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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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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5 stealth 1 [stelθ] n.秘密；秘密行动；鬼祟

546 sticks 1 [stɪks] n. 偏远的乡村；郊区 名词stick的复数形式.

5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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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8 stood 1 [stud] v.站立（sta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49 strategic 1 [strə'ti:dʒik] adj.战略上的，战略的

550 strategy 1 ['strætidʒi] n.战略，策略

5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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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2 stuff 1 [stʌf] n.东西；材料；填充物；素材资料 vt.塞满；填塞；让吃饱 vi.吃得过多

553 sudden 1 ['sʌdən] adj.突然的，意外的；快速的 n.突然发生的事

554 summ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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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5 super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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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6 supp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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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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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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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9 takeaway 1 ['teikə,wei] adj.外卖的；外吃的 n.外卖食品；外卖餐馆

560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561 talent 1 ['tælənt] n.才能；天才；天资

562 task 1 [tɑ:sk, tæsk] vt.分派任务 n.工作，作业；任务

563 team 4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564 tears 1 [tɪəs] n. 眼泪 tear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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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5 technology 2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566 texas 1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5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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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8 thankful 1 ['θæŋkful] adj.感谢的；欣慰的

569 that 3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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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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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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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2 them 7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573 then 3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
574 there 6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75 these 7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76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77 thing 5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578 things 3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579 think 1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580 thinking 1 ['θiŋkiŋ] adj.思考的；思想的；有理性的；好思考的 n.思考；思想；想法；意见；见解 v.思考（think的现在分词）

581 this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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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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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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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4 ticket 2 ['tikit] n.票；入场券，标签；（美）候选人名单；证明书；交通罚款单 vt.加标签于；指派；对…开出交通违规罚单

5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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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6 ti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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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7 to 6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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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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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9 tool 1 [tu:l] n.工具，用具；器械，机床；手段 vi.使用工具；用机床装备工厂 vt.用工具给……加工

5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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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1 touchdowns 1 n.触地得分( touchdown的名词复数 ); <空>着陆，降落

592 tough 2 [tʌf] adj.艰苦的，困难的；坚强的，不屈不挠的；坚韧的，牢固的；强壮的，结实的 n.恶棍 vt.坚持；忍受，忍耐 adv.
强硬地，顽强地 n.(Tough)人名；(英)图赫

593 tournament 1 ['tuənəmənt, 'tɔ:-, 'tə:-] n.锦标赛，联赛；比赛

594 town 1 [taun] n.城镇，市镇；市内商业区 n.(Town)人名；(英)汤

595 trafficked 1 ['træfɪk] n. （人或车等）交通流量；不正当生意（走私） v. 做生意（多指违法的）；游览

596 trajectory 1 ['trædʒiktəri, trə'dʒek-] n.[物]轨道，轨线；[航][军]弹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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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8 travels 1 ['trævəlz] n. 漫游；旅行 名词travel的复数形式.

599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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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1 trying 3 ['traiiŋ] adj.难受的；难堪的；费劲的；令人厌烦的 v.尝试（try的ing形式）；试验

6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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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3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604 unachievable 1 [ˌʌnə'tʃiː vəbl] adj. 无法获得的；无法实现的

605 unconventional 1 [,ʌnkən'venʃənəl] adj.非常规的；非传统的；不依惯例的

6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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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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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8 university 1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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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9 unless 1 [ən'les] conj.除非，如果不 prep.除…之外

610 unmistakable 1 [,ʌnmi'steikəbl] adj.明显的；不会弄错的

6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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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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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3 urged 1 ['ɜːdʒd] v. 催促；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14 Uruguay 1 ['juərəgwei] n.乌拉圭（拉丁美洲国家）

615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616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617 ve 1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618 victory 1 ['viktəri] n.胜利；成功；克服 n.(Victory)人名；(西)维多利；(英)维克托里

619 video 4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620 Vietnam 1 n.越南（东南亚国家）

621 viewing 1 ['vju:iŋ] adj.可见的 v.观察；查看（view的ing形式）

622 visibility 1 [,vizi'biləti] n.能见度，可见性；能见距离；明显性

623 wan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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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4 wanted 3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625 wants 3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6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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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7 warships 2 ['wɔː ʃɪps] 军舰

628 was 1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629 wasn 3 abbr. 无线、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（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）

630 watching 2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631 wat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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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2 Waters 3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633 Watson 4 n.沃森（姓氏）；华生

634 wa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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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5 w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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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6 weather 1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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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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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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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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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1 where 4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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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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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4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645 will 2 [wɪl] n.意志；决心；情感；遗嘱；意图；心愿 vt.决心要；遗赠；用意志力使 vi.愿意；下决心 aux.将；愿意；必须

646 win 1 vt.赢得；在…中获胜 vi.赢；获胜；成功 n.赢；胜利 n.(Win)人名；(德、荷、缅)温；(英)温(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)

647 wint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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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8 Wisconsin 1 [wis'kɔnsin] n.威斯康星州（美国州名）

649 with 6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650 wmo 1 n.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

651 women 3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652 won 2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53 world 5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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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54 would 4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655 wreck 1 [rek] n.破坏；失事；残骸；失去健康的人 vt.破坏；使失事；拆毁 vi.失事；营救失事船只

656 wreckage 1 ['rekidʒ] n.（失事船或飞机等的）残骸；（船只等的）失事

657 wrong 2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人名；(英)朗

658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659 yard 1 [jɑ:d] n.院子；码（英制中丈量长度单位，1码=3英尺）；庭院；帆桁 vt.把…关进或围在畜栏里 n.(Yard)人名；(英)亚德

660 years 3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661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662 yesterday 1 ['jestədi,-dei] n.昨天；往昔 adv.昨天

6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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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4 you 2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6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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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6 younger 1 ['jʌŋə, 'jʌŋgə] n.年纪较小者；幼辈 adj.较年轻的 n.(Younger)人名；(英)扬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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