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2-10 词汇表词汇表

1 able 3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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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 above 1 [ə'bʌv] prep.超过；在……上面；在……之上 adv.在上面；在上文 adj.上文的 n.上文

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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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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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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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ctually 2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8 ago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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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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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alliance 1 [ə'laiəns] n.联盟，联合；联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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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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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5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6 amounts 2 [ə'maʊnt] n. 数量；总额 vi. 总计；等于

17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18 analysts 1 ['ænəlɪsts] n. 分析员 名词analyst的复数

19 and 30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20 anger 1 ['æŋgə] n.怒，愤怒；忿怒 vt.使发怒，激怒；恼火 vi.发怒；恼火 n.(Anger)人名；(罗)安杰尔；(法)安热；(德、捷、瑞典)
安格尔

21 anna 1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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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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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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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re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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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s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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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sk 1 [ɑ:sk, æsk] vt.问，询问；要求；需要；邀请；讨价 vi.问，询问；要求 n.(Ask)人名；(芬、瑞典)阿斯克

28 at 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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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9 atom 1 ['ætəm] n.原子

30 atoms 1 ['ætəm] n. 原子 名词atom的复数形式.

31 attack 2 [ə'tæk] n.攻击；抨击；疾病发作 vt.攻击；抨击；动手干 vi.攻击；腐蚀 n.(Attack)人名；(瑞典)阿塔克

32 attacked 1 [ə'tæk] n. 攻击；抨击 v. 攻击；抨击；发动攻击；（疾病）侵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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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utomatically 1 [,ɔ:tə'mætikəli] adv.自动地；机械地；无意识地 adj.不经思索的

35 avocados 1 英 [ˌævə'kɑːdəʊ] 美 [ˌævə'kɑːdoʊ] n. [植]鳄梨；鳄梨树

36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37 baby 1 ['beibi] n.婴儿，婴孩；孩子气的人 vt.纵容，娇纵；把……当婴儿般对待 adj.婴儿的；幼小的 n.(Baby)人名；(法、葡)巴
比；(英)巴比，芭比(女名)；(俄)巴贝

38 baumgartner 8 n. 鲍姆加特纳

39 bay 2 [bei] n.海湾；狗吠声 vt.向…吠叫 vi.吠叫；大声叫嚷 n.(Bay)人名；(越)七；(英、老)贝；(德、意、罗、捷、土、丹)巴伊；
(匈)鲍伊；(瑞典)巴伊

40 be 1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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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42 beef 1 [bi:f] n.牛肉；肌肉；食用牛；牢骚 vi.抱怨，告发；发牢骚 vt.养；加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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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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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behind 1 [bi'haind] prep.落后于；支持；晚于 adv.在后地；在原处 n.屁股

46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47 be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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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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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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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beverages 1 [be'vərɪdʒɪz] n. 饮料 名词beverage的复数形式.

51 big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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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53 border 4 ['bɔ:də] n.边境；边界；国界 vt.接近；与…接壤；在…上镶边 vi.接界；近似 n.(Border)人名；(英)博德

54 bow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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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bowls 1 ['bəuls] n.碗；保龄球；木球；大酒杯（bowl的复数形式） v.玩保龄球；滑动；平稳快速移动（bow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
式）

56 bro 1 [brəu] abbr.兄弟（brother） n.(Bro)人名；(英、法、瑞典、丹)布罗

57 broader 1 [b'rɔː dər] adj. 更宽广的，更广阔的，更广泛的（形容词broad的比较级）

58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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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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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bureau 1 ['bjuərəu] n.局，处；衣柜；办公桌 n.(Bureau)人名；(法)比罗

62 but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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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butted 1 ['bʌtɪd] adj. 对接的 动词but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4 by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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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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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alm 2 [kɑ:m, kɑ:lm] adj.静的，平静的；沉着的 vt.使平静；使镇定 vi.平静下来；镇定下来 n.风平浪静 n.(Calm)人名；(法、德)卡尔
姆

67 can 4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的）食品罐头

68 Canada 1 ['kænədə] n.加拿大（北美洲国家）

69 cans 1 [kæns] n. 罐头 名词can的复数.

70 car 1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71 card 1 [kɑ:d] n.卡片；纸牌；明信片 vt.记于卡片上 n.(Card)人名；(英)卡德

72 Carl 6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73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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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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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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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chassis 1 ['ʃæsi] n.底盘，底架

78 cheap 1 [tʃi:p] adj.便宜的；小气的；不值钱的 adv.便宜地

79 cheers 1 ['tʃiəz] v.感谢；谢谢；再见

80 chicken 2 n.鸡肉；小鸡；胆小鬼，懦夫 adj.鸡肉的；胆怯的；幼小的

81 chili 1 ['tʃili] n.红辣椒，辣椒

82 chips 2 [tʃips] n.[食品]炸土豆条；小木片；（作赌注用的）圆形筹码；缺口（chip的复数形式）

83 choice 1 [tʃɔis] n.选择；选择权；精选品 adj.精选的；仔细推敲的

84 Christine 1 ['kristi:n] n.克莉丝汀（女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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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city 4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86 clock 1 [klɔk] n.时钟；计时器 vt.记录；记时 vi.打卡；记录时间 n.(Clock)人名；(英)克洛克

87 closer 2 ['kləuzə] adj.靠近的 n.[自]闭合器；最后的节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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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coach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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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0 coal 1 [kəul] vi.上煤；加煤 vt.给…加煤；把…烧成炭 n.煤；煤块；木炭

91 cologne 1 [kə'ləun] n.古龙香水

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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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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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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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5 commercials 1 [kə'mɜ ʃːlz] 商业股票

96 competitions 1 竞赛

97 concerning 1 [kən'sə:niŋ] prep.关于；就…而言 v.涉及；使关心（concern的ing形式）；忧虑

98 conflict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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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contain 1 [kən'tein] vt.包含；控制；容纳；牵制（敌军） vi.含有；自制

101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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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cord 1 [kɔ:d] n.绳索；束缚 vt.用绳子捆绑 n.(Cord)人名；(法)科尔；(英)科德

104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105 could 10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106 countries 2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1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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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county 1 ['kaunti] n.郡，县

109 course 1 n.科目；课程；过程；进程；道路；路线，航向；一道菜 vt.追赶；跑过 vi.指引航线；快跑

110 covid 1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111 cowboys 1 ['kaʊbɔɪz] 牛仔

112 cream 1 [kri:m] n.奶油，乳脂；精华；面霜；乳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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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credit 1 ['kredit] n.信用，信誉；[金融]贷款；学分；信任；声望 vt.相信，信任；把…归给，归功于；赞颂

115 Crosby 1 n.克罗斯比（英国利物浦地名）；克罗斯比（人名）

116 crossed 1 [krɔst] adj.交叉的；划掉的；十字形的 v.交叉；越过（cro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17 crowd 1 [[kraud] n.群众,一伙;一堆,许多,大众 v.拥挤,挤满,挤进 vt.挤满,将...塞进;催促,催逼 vi.挤,拥挤,聚集

118 crunched 1 [krʌntʃ] v. 发出碎裂声；嘎吱嘎吱地咀嚼；嘎喳嘎喳地碾过 n. 嘎吱声；艰难局面；关键时刻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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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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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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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daily 1 ['deili] adj.日常的；每日的 n.日报；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.日常地；每日；天天 n.(Daily)人名；(英)戴利

123 Dakota 1 [də'kəutə] n.达科他（美国过去一地区名，现分为南、北达科他州） adj.达科他人的

124 Dallas 1 ['dæləs] n.达拉斯（美国城市）

125 data 2 ['deitə] n.数据（datum的复数）；资料 n.(Data)人名；(日)驮太(姓)；(印、葡)达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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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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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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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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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 declared 1 [di'klεəd] adj.公然的；公开宣布的

130 defend 1 [di'fend] vt.辩护；防护 vi.保卫；防守

131 democracy 1 [di'mɔkrəsi] n.民主，民主主义；民主政治

132 demonstrations 1 [demənst'reɪʃnz] n. 课堂演示；示范 名词demonstration的复数形式.

133 denied 1 [dɪ'naɪəd] adj. 被否认的；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34 depending 1 [dɪ'pendɪŋ] n. 依赖；信任；决定于 动词depend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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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dip 1 [dip] vt.浸，泡，蘸；舀取；把伸入 vi.浸；下降，下沉；倾斜；舀，掏 n.下沉，下降；倾斜；浸渍，蘸湿 n.(Dip)人名；
(尼)迪普

137 discourage 1 [dis'kʌridʒ] vt.阻止；使气馁

138 divide 1 [di'vaid] vt.划分；除；分开；使产生分歧 vi.分开；意见分歧 n.[地理]分水岭，分水线

139 d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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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0 documents 1 英 ['dɒkjumənt] 美 ['dɑːkjumənt] n. 文件；公文；文档 vt. 记载；(用文件等)证明

141 does 3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42 dog 3 [dɔg, dɔ:g] n.狗；丑女人；卑鄙的人；(俚)朋友 vt.跟踪；尾随

143 dogs 1 n.狗（dog的复数）；瘦狗类 v.紧紧跟踪；追猎；紧随（dog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Dogs)人名；(德)多格斯

144 dollars 1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45 dominated 1 ['dɒmɪneɪtɪd] adj. 受控的 动词domi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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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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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dozens 1 ['dʌznz] n. 几十；许多

149 dramatic 1 adj.戏剧的；急剧的；引人注目的；激动人心的

150 drink 1 [driŋk] vt.喝，饮；吸收；举杯庆贺 vi.喝酒；饮水；干杯 n.酒，饮料；喝酒

151 drinks 1 [drɪŋks] n. 饮料 名词drink的复数形式.

152 due 1 [dju:, du:] adj.到期的；预期的；应付的；应得的 n.应付款；应得之物 adv.正（置于方位词前） n.(Due)人名；(英)迪尤

153 eastern 1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154 economists 1 [ɪ'kɒnəmɪsts] 经济理论界

155 economy 1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156 elemental 1 adj.基本的；主要的；自然力的；四大要素的（土、水、气、火） n.（古希腊）四元素的精灵；基本原理

157 elevated 1 ['eliveitid] adj.提高的；高尚的；严肃的；欢欣的 v.提高；抬起；振奋；提拔（elevate的过去分词） n.高架铁路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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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energy 3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160 engine 1 ['endʒin] n.引擎，发动机；机车，火车头；工具

161 English 7 ['iŋgliʃ] adj.英国人的；英国的；英文的 n.英语；英国人；英文；英格兰人 vt.把…译成英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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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equipment 2 [i'kwipmənt] n.设备，装备；器材

164 ers 1 abbr.设备要求规格（EquipmentRequirementSpecification）；经济研究处（EconomicResearchService）；欧洲遥感卫星
（EuropeRemoteSensingSatellite）；地球资源卫星（EarthResourcesSatellite）

165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66 European 1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1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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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69 eventually 2 [i'ventʃuəli] adv.最后，终于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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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every 1 ['evri] adj.每一的，每个的；每隔…的 n.(Every)人名；(英)埃夫里

172 except 1 [ik'sept] vt.不计；把…除外 vi.反对 prep.除…之外 conj.除了；要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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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expanded 1 [ik'spendid] adj.扩充的；展开的 vt.扩大（expand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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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expecting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176 expensive 2 [ik'spensiv] adj.昂贵的；花钱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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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8 extra 1 ['ekstrə] adv.特别地，非常；另外 n.临时演员；号外；额外的事物；上等产品 adj.额外的，另外收费的；特大的

179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180 famous 1 ['feiməs] adj.著名的；极好的，非常令人满意的

181 fan 2 [fæn] vt.煽动；刺激；吹拂 vi.成扇形散开；飘动 n.迷；风扇；爱好者 n.(Fan)人名；(法、俄)法恩；(柬)方

182 fans 2 [fæns] n. 狂热者；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.

183 Fargo 1 ['fɑ:gəu] n.法戈（美国北达科他州东南部城市）

184 FC 1 [ˌef'siː ] n. [计算机] DOS命令（比较两个文件或一组文件的内容；并报告它们之间的差别） abbr. 消防（=fire control） abbr.
下一份（=follow copy） abbr. 尺烛光（照明单位)(=foot-candle）

185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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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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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fighting 1 ['faitiŋ] adj.战斗的；好战的；适于格斗的 n.战斗，搏斗 v.奋斗（fight的ing形式）；打仗；与…进行拳击

189 find 2 vt.查找，找到；发现；认为；感到；获得 vi.裁决 n.发现 n.(Find)人名；(丹)芬

190 finds 1 [faɪnd] v. 发现；找到；认为；觉得；感到；裁决；判定 n. 发现

191 fir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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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five 2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193 flee 1 [fli:] vi.逃走；消失，消散 vt.逃跑，逃走；逃避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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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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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97 for 2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98 forc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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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forces 2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200 forget 1 [fə'gɛt] vt.忘记；忽略 vi.忘记 n.(Forget)人名；(法)福尔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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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Francisco 1 [fræn'siskəu] n.弗朗西斯科（男子名，等于Francis）

2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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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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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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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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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fuel 1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
208 fusion 7 n.融合；熔化；熔接；融合物；[物]核聚变

209 ga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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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gam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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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11 generate 1 vt.使形成；发生；生殖；产生物理反应

212 generated 1 [d'ʒenəreɪtɪd] adj. 生成的 动词gen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13 German 3 ['dʒə:mən] adj.德国的；德语的，德国人的 n.德语；德国人

214 gesturing 1 英 ['dʒestʃə(r)] 美 ['dʒestʃər] n. 手势；姿势 v. 作手势表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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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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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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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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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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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go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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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1 goalpost 1 ['gəulpəust] n.球门柱；门柱

2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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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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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green 2 [gri:n] adj.绿色的；青春的 n.绿色；青春 vt.使…变绿色 vi.变绿色 n.(Green)人名；(英、意)格林；(瑞典、芬)格伦

2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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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226 guest 1 [gest] n.客人，宾客；顾客 vt.款待，招待 vi.作客，寄宿 adj.客人的；特邀的，客座的 n.(Guest)人名；(英)格斯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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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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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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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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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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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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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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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hat 1 [hæt] n.帽子 vt.给……戴上帽子 vi.供应帽子；制造帽子 n.(Hat)人名；(中)核(广东话·威妥玛)

235 haunted 1 ['hɔ:ntid] adj.闹鬼的；反复出现的；受到困扰的 v.常去；缠住；使担忧（hau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36 have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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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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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head 1 [hed] n.头；头痛；上端；最前的部分；理解力 vt.前进；用头顶；作为…的首领；站在…的前头；给…加标题 vi.出发；
成头状物；船驶往 adj.头的；主要的；在顶端的 n.(Head)人名；(英)黑德

239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240 heard 1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241 heat 2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
2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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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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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hero 1 ['hiərəu] n.英雄；男主角，男主人公

2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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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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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him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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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48 his 5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49 hit 1 [hit] vt.打击；袭击；碰撞；偶然发现；伤…的感情 vi.打；打击；碰撞；偶然碰上 n.打；打击；（演出等）成功；讽刺

250 holler 1 ['hɔlə] vi.发牢骚；叫喊；抱怨 vt.大声叫喊 n.叫喊 n.(Holler)人名；(法)奥莱；(英、德、匈、捷、瑞典)霍勒

251 ho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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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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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hosting 1 英 ['həʊstɪŋ] 美 ['hoʊstɪŋ] n. 群众或部队的集合；作战 动词hos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54 hot 1 [hɔt] adj.热的；辣的；热情的；激动的；紧迫的 adv.热；紧迫地 vi.变热 vt.增加；给…加温 n.(Hot)人名；(塞)霍特；(法)奥
特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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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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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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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ice 1 [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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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identified 1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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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if 10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62 important 1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263 i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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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4 inflation 4 [in'fleiʃən] n.膨胀；通货膨胀；夸张；自命不凡

265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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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intimidate 1 [in'timideit] vt.恐吓，威胁；胁迫

268 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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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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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0 invading 1 [ɪn'veɪd] v. 侵略；拥入；侵害；侵扰

271 invasion 2 [in'veiʒən] n.入侵，侵略；侵袭；侵犯

272 involvement 1 n.参与；牵连；包含；混乱；财政困难

273 involves 1 英 [ɪn'vɒlv] 美 [ɪn'vɑ lːv] vt. 包含；使忙于；牵涉；使卷入；使陷入

274 is 20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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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77 Jeanne 9 [dʒi:n] n.珍妮（女子名，等于Joanna）

278 joi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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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joining 1 ['dʒɔiniŋ] n.连接；接缝；连接物

280 ju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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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kharkiv 3 n. 卡尔可夫(乌克兰东北部城市) =Kharkov.

282 Kiev 1 ['ki:jef] n.基辅（乌克兰共和国首都）

283 kiley 4 n.(Kiley)人名；(英)基利，基莉(女名)

284 killed 1 [kild] adj.被杀死的；镇静的；隔开的 vt.杀（kill的过去分词）

285 kinds 1 [kaɪndz] n.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.

286 kingdom 1 ['kiŋdəm] n.王国；界；领域 n.(Kingdom)人名；(英)金德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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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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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labor 1 ['leibə] n.劳动；工作；劳工；分娩 vi.劳动；努力；苦干 vt.详细分析；使厌烦 n.(Labor)人名；(德、塞、法)拉博尔；(英)
拉博

290 land 1 [lænd] n.国土；陆地；地面 vt.使…登陆；使…陷于；将…卸下 vi.登陆；到达 n.(L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瑞典)兰德

291 landscape 1 n.风景；风景画；景色；山水画；乡村风景画；地形；（文件的）横向打印格式 vt.对…做景观美化，给…做园林
美化；从事庭园设计 vi.美化（环境等），使景色宜人；从事景观美化工作，做庭园设计师

292 larger 1 adj.大的；多量的；大的(large的比较级)；大规模的；众多的；（服装、食物、日用品等）大型号的

293 la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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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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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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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least 3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297 leave 1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298 legend 1 ['ledʒənd] n.传奇；说明；图例；刻印文字 n.(Legend)人名；(西)莱亨德；(英)莱金德

299 legs 1 ['leɡz] n.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.

300 less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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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lik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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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lines 2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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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3 list 1 [list] n.[计]列表；清单；目录 vi.列于表上 vt.列出；记入名单内 n.(List)人名；(匈)李斯特；(英、德、法、西、捷)利斯特

304 literally 1 adv.照字面地；逐字地；不夸张地；正确地；简直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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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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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lo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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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9 longer 1 ['lɔŋgə, 'lɔ:ŋ-] 长的（long的比较级）

310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311 loud 1 [laud] adj.大声的，高声的；不断的；喧吵的 adv.大声地，高声地，响亮地 n.(Loud)人名；(英)劳德

312 loudly 1 ['laudli] adv.大声地，响亮地

313 magic 1 ['mædʒik] n.巫术；魔法；戏法 adj.不可思议的；有魔力的；魔术的 n.(Magic)人名；(英)马吉克

314 makara 1 毛考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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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managed 1 ['mænɪdʒ] v. 管理；经营；做成；设法对付；提供；有空

317 maniac 1 ['meiniæk] n.疯子，躁狂者 adj.发狂的；狂热的；癫狂的

318 many 4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319 massive 1 ['mæsiv] adj.大量的；巨大的，厚重的；魁伟的

320 mastering 1 ['mæstəriŋ] n.控制；母带后期处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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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maybe 2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323 mea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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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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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325 measure 1 ['meʒə] n.测量；措施；程度；尺寸 vt.测量；估量；权衡 vi.测量；估量

326 meat 1 [mi:t] n.肉，肉类（食用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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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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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m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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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Miles 2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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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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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mom 1 [mɔm] n.妈妈 n.(Mom)人名；(柬)蒙

335 money 3 ['mʌni] n.钱；货币；财富 n.(Money)人名；(英)莫尼；(西、法)莫内

336 moos 9 [mu ]ː v. 牛哞哞叫 n. 牛鸣声

337 mor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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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most 1 [məust] adv.最；非常，极其；最多；几乎 adj.大部分的，多数的；最多的 n.大部分，大多数 n.(Most)人名；(德、俄、
法、芬、捷、英)莫斯特

339 mother 1 ['mʌðə] n.母亲；大娘；女修道院院长 vt.生下；养育；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.母亲的；出生地的

340 much 6 [mʌtʃ] adv.非常，很 adj.大量的 n.许多，大量 pron.许多，大量 n.(Much)人名；(德)穆赫；(英)马奇

341 music 2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342 m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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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3 muster 1 ['mʌstə] vt.召集；对…进行点名；使振作 n.集合；检阅；点名册；集合人员 vi.召集；聚集 n.(Muster)人名；(德、罗)穆
斯特尔；(英)马斯特

344 my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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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name 2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346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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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 nato 6 ['neitəu] abbr.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（NorthAtlanticTreatyOrganization） n.(Nato)人名；(意)纳托

348 naturally 1 ['nætʃərəli] adv.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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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0 nearly 3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351 need 2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352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3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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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4 nex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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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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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noises 1 ['nɔɪzɪz] n. 噪音 名词noise的复数形式.

357 non 7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358 normal 2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359 north 1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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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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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nuclear 5 ['nju:kliə, 'nu:-] adj.原子能的；[细胞]细胞核的；中心的；原子核的

363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364 occasionally 1 adv.偶尔；间或

365 of 2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66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367 offender 1 [ə'fendə] n.罪犯；冒犯者；违法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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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OK 1 ['əu'kei, ,əu'kei, 'əukei] adj.好的；不错的 adv.行；很好 int.好；可以 vt.对…表示同意 n.同意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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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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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on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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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onl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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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or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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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order 1 ['ɔ:də] n.命令；顺序；规则；[贸易]定单 vt.命令；整理；定购 vi.命令；定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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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7 ounce 1 [auns] n.盎司；少量；雪豹

378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79 ou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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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ov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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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pack 1 [pæk] n.包装；一群；背包；包裹；一副 vt.包装；压紧；捆扎；挑选；塞满 vi.挤；包装货物；被包装；群集 n.(Pack)人
名；(英、德)帕克

382 packers 2 封隔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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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party 2 n.政党，党派；聚会，派对；当事人[复数parties] vi.参加社交聚会[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]

385 past 1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386 penalties 1 ['penəlti] n. 处罚；惩罚；不利；罚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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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phds 1 n.（哲学）博士学位( PhD的名词复数 ); （用于人名后，表明该人获得了）哲学博士学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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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places 1 [pleɪsɪz] n. 地点，地方；位置；位数（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.） v. 放置（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391 planning 3 ['plæniŋ] n.规划；计划编制 v.计划；设计；预期（plan的ing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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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2 played 1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393 play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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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playoff 1 ['pleɪ̩ ɒf] n. 延长赛；夺标决赛；季后赛

395 point 2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396 points 2 [英[pɒɪnts] 美[pɔints]] n.点；目的（point的复数）；见解 v.指引；瞄准（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(Points)人名；(英)波因
茨

397 polluted 1 [pə'lju:tid] adj.受污染的；被玷污的 v.污染（pollu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98 possibility 1 [,pɔsə'biləti] n.可能性；可能发生的事物

399 posted 1 英 ['pəʊstɪd] 美 ['poʊstɪd] adj. 有职位的；消息灵通的；发布的 动词po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00 potato 1 [pə'teitəu] n.[作物]土豆，[作物]马铃薯

401 potential 1 [pəu'tenʃəl] n.潜能；可能性；[电]电势 adj.潜在的；可能的；势的

402 powe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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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prepare 1 [pri'pεə] vt.准备；使适合；装备；起草 vi.预备；做好思想准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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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president 3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4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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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prices 7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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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problem 2 ['prɔbləm] n.难题；引起麻烦的人 adj.成问题的；难处理的

410 problems 1 ['prɑːbləms]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

411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412 produce 1 vt.生产；引起；创作；生育，繁殖 n.农产品，产品 vi.生产，创作

413 promise 1 ['prɔmis] n.许诺，允诺；希望 vt.允诺，许诺；给人以…的指望或希望 vi.许诺；有指望，有前途

414 protect 1 [prəu'tekt] vt.保护，防卫；警戒

415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416 Putin 1 ['putin] n.普京（人名）

4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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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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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raising 1 ['reiziŋ] n.高地；提高；举；浮雕装饰 v.饲养；升起；举起（raise的ing形式）

420 rant 1 [rænt] vi.咆哮；痛骂；大声责骂 vt.咆哮；痛骂 n.咆哮；激昂的演说 n.(Rant)人名；(德、瑞典)兰特

421 rate 1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
422 rates 1 [reɪt] n. 比率；速度；价格；费用；等级 v. 认为；估价；定等级；值得；怒斥；责骂

4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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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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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5 rebels 1 ['rebəls] n. 叛民 名词rebel的复数形式.

426 rebuilding 1 ['riː ˌbɪldɪŋ] n. 改建

4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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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8 recently 2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429 recti 1 直

430 relates 1 [rɪ'leɪt] v. 叙述；使有联系；有关联；涉及；符合；发生共鸣

431 releases 1 [rɪ'liː s] n. 释放；让渡；发行 vt. 释放；让与；准予发表；发射

432 repeatedly 1 [rɪ'piː tɪdli] adv. 重复地；再三地

433 require 1 [ri'kwaiə] vt.需要；要求；命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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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5 retail 1 ['ri:teil] vt.零售；转述 vi.零售 n.零售 adv.以零售方式 adj.零售的 n.(Retail)人名；(法)勒塔伊

436 ri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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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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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7 Romans 1 ['rəumənz] n.《罗马书》（《圣经·新约》中的一卷）

438 routine 1 [ru:'ti:n] n.[计]程序；日常工作；例行公事 adj.日常的；例行的

439 rub 1 [rʌb] vt.擦；摩擦；惹怒 vi.擦；摩擦；擦破 n.摩擦；障碍；磨损处 n.(Rub)人名；(捷)鲁布

4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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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Russia 11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442 Russian 7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443 Sam 4 n.萨姆（男子名）

444 same 1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445 San 1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
446 sanctions 1 ['sæŋkʃnz] n. 制裁 名词sanc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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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8 saving 1 ['seiviŋ] n.节约；挽救；存款 adj.节约的；挽救的；补偿的；保留的 prep.考虑到；除...之外 n.(Saving)人名；(瑞典)萨温

4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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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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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says 2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52 scan 1 [skæn] vt.扫描；浏览；细看；详细调查；标出格律 vi.扫描；扫掠 n.扫描；浏览；审视；细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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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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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5 scored 1 [skɔː d] adj. 有伤纹的；刮伤的；折叠的 动词sc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456 scream 2 [skri:m] vi.尖叫；呼啸；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；令人触目惊心 vt.尖声喊叫；大叫大嚷着要求 n.尖叫声；尖锐刺耳的声
音；极其滑稽可笑的人

457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458 second 1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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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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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1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462 sent 1 [sent] v.送，寄出（send的过去分词） n.(Sent)人名；(德)森特

463 ser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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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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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5 settle 1 ['setl] vi.解决；定居；沉淀；下陷 vt.解决；安排；使…定居 n.有背长椅 n.(Settle)人名；(英)塞特尔

466 ships 1 [ʃɪps] n.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.

467 shoulder 1 ['ʃəuldə] n.肩，肩膀；肩部 vt.肩负，承担 vi.用肩推挤，用肩顶

4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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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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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0 sidelined 1 ['saɪdlaɪn] n. (球场)边线；副业；附带出售的商品 v. 使退出比赛；把…排挤在核心之外

471 sidelines 3 ['saɪdlaɪn] n. (球场)边线；副业；附带出售的商品 v. 使退出比赛；把…排挤在核心之外

4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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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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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4 slipped 1 [slipt] adj.打滑的 v.[公路]打滑（slip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475 smaller 1 [s'mɔː lər] adj. 较小的

476 snacks 1 [snæks] n. 快餐；小吃 名词snack的复数形式.

477 so 6 ['səu, 弱 sə] adv.如此，这么；确是如此 conj.所以；因此 pron.这样 n.(So)人名；(柬)索

478 soared 1 英 [sɔː (r)] 美 [sɔː r] vi. 翱翔；高飞；猛增；高涨；高耸 n. 翱翔；高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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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9 soccer 1 ['sɔkə] n.英式足球，足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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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1 soft 1 [sɔft, sɔ:ft] adj.软的，柔软的；温柔的，温和的；软弱的；笨的 adv.柔软地；温和地 n.柔性；柔软的东西；柔软部分

482 some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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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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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4 source 1 [sɔ:s] n.来源；水源；原始资料 n.(Source)人名；(法)苏尔斯

4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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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6 speak 1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
487 speech 7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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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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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statistics 1 [stə'tistiks] n.统计；统计学；[统计]统计资料

4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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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2 steak 1 [steik] n.牛排；肉排；鱼排

493 steelers 1 钢人（橄榄球队名）

494 stefan 8 n.斯蒂芬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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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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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7 strike 1 [straik] vi.打，打击；罢工；敲，敲击；抓；打动；穿透 vt.打，击；罢工；撞击，冲击；侵袭；打动；到达 n.罢工；打
击；殴打 n.(Strike)人名；(英)斯特赖克

498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499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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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1 suggested 2 [sə'dʒestɪd] adj. 建议的；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02 super 6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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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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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4 supporting 1 [sə'pɔ:tiŋ] adj.支持的；辅助性的；次要的 n.支持；支承面 v.支持；供养（support的ing形式）

505 sustain 3 [sə'stein] vt.维持；支撑，承担；忍受；供养；证实

506 sustainable 1 adj.可以忍受的；足可支撑的；养得起的；可持续的

507 sustaining 1 [sə'steiniŋ] adj.持续的；支持的 v.维持（sustain的现在分词）；支持；承受

508 tag 1 [tæg] n.标签；名称；结束语；附属物 vt.尾随，紧随；连接；起浑名；添饰 vi.紧随 n.(Tag)人名；(丹)塔；(阿拉伯)塔杰

509 takes 1 [teɪk] v. 拿；取；执行；需要；接受；理解；修(课程)；花费；吃（喝）；认为；搭乘 n. 拿取；取得物

5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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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11 tanks 1 [tæks] n. 坦克 名词tank的复数形式.

512 target 1 n.目标，指标；（攻击的）对象；靶子 v.把...作为目标；面向，对准（某群体） n.（Target）美国塔吉特公司

513 team 5 [ti:m] n.队；组 vt.使合作 vi.合作 n.(Team)人名；(柬)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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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5 tell 1 [tel] vt.告诉，说；辨别；吩咐；断定 vi.讲述；告发，泄密；识别 n.(Tell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特尔；(罗、意)泰尔；(阿
拉伯)塔勒

516 than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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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7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518 that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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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9 the 6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20 thei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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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1 them 2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522 theme 2 [θi:m] n.主题；主旋律；题目 adj.以奇想主题布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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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3 there 10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24 these 2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25 they 10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26 think 1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527 this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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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8 thought 1 [θɔ:t] n.思想；思考；想法；关心 v.想，思考；认为（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29 thousands 3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530 threatened 1 ['θretənd] adj.受到威胁的 v.威胁（threaten的过去分词）

531 through 2 [θru:] prep.通过；穿过；凭借 adv.彻底；从头至尾 adj.直达的；过境的；完结的

5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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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ticking 1 ['tikiŋ] n.坚质条纹棉布或亚麻布；（指钟表发出的）滴答响声

534 ties 1 [taɪz] tie的复数形式

5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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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6 titles 1 ['taɪtl] n. 标题；称号；头衔；权利 v. 加标题于；授予…称号

537 tm 1 abbr.商标（trademark）；技术手册（TechnicalManual）

538 to 4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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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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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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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1 tongue 1 [tʌŋ] n.舌头；语言 vt.舔；斥责；用舌吹 vi.说话；吹管乐器 n.(Tongue)人名；(英)唐

542 tremendous 1 adj.极大的，巨大的；惊人的；极好的

543 trigger 1 ['trigə] vt.引发，引起；触发 vi.松开扳柄 n.扳机；[电子]触发器；制滑机 n.(Trigger)人名；(英)特里杰

544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45 troops 3 n.[军]部队；[军]军队（troop的复数形式）

5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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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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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8 trying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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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9 TV 2 ['ti:'vi:] abbr.电视（television）

550 twice 1 [twais] adv.两次；两倍

551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52 Ukraine 13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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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4 ukrainians 1 乌克兰人

555 unclear 1 英 [ˌʌn'klɪə(r)] 美 [ˌʌn'klɪr] adj. 不清楚的；含混的

556 uninvited 1 [ˌʌnɪn'vaɪtɪd] adj. 未被邀请的；未经请求的

557 union 1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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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9 unknown 1 ['ʌn'nəun] adj.未知的；陌生的，默默无闻的 n.未知数；未知的事物，默默无闻的人

560 up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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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1 us 5 pron.我们

562 USDA 1 abbr. 美国农业部(=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)

563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564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565 ve 3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66 viktoria 1 维多利亚

567 Vladimir 1 ['vlædimə] n.弗拉基米尔（古罗斯弗拉基米尔-苏兹达里公国的古都）

568 vocal 1 adj.歌唱的；声音的，有声的 adj.直言不讳的 n.声乐作品；元音 n.Vocal)人名；(西)博卡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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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9 vocalization 1 [,vəukəlaizeiʃən, -li'z-] n.发声，发音；发声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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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1 voices 1 n. 声音 名词voice的复数形式. abbr. 音控识别计算机输入系统(=Voice Operated Identification Computer Entry System)

572 volodymyr 1 弗拉基米尔

573 vulnerable 1 ['vʌlnərəbl] adj.易受攻击的，易受…的攻击；易受伤害的；有弱点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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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5 want 4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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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7 warned 1 英 [wɔː n] 美 [wɔː rn] vt. 警告；告诫；预先通知 vi. 发出警告

578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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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0 waste 1 [weist] n.浪费；废物；荒地；损耗；地面风化物 vt.浪费；消耗；使荒芜 vi.浪费；变消瘦；挥霍钱财 adj.废弃的；多余
的；荒芜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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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2 way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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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3 ways 1 [weiz] n.方法（way的复数）；滑路 n.(Ways)人名；(吉布)瓦伊斯

5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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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5 weapons 1 n.武器（weapon的复数）；武装切换；斗争工具 v.武装（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586 wears 1 英 [weə(r)] 美 [wer] v. 磨损；穿戴；使疲劳 n. 磨损；穿着；耐久性

587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588 welcome 1 ['welkəm] adj.受欢迎的 n.欢迎 vt.欢迎 int.欢迎 n.(Welcome)人名；(英)韦尔科姆

589 Wells 1 [welz] n.威尔斯（姓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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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1 western 1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592 wha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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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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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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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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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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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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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8 who 5 pron.谁；什么人

599 wild 1 [waild] adj.野生的；野蛮的；狂热的；荒凉的 n.荒野 adv.疯狂地；胡乱地 n.(Wild)人名；(英)怀尔德；(法、德、葡、捷、
匈)维尔德

6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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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1 wings 1 [wiŋz] n.[昆]翅膀（wing的复数形式）；飞行章；女童军戴的一种翼形章 n.(Wings)人名；(德)温斯

602 with 3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6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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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4 won 6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05 wore 1 [wɔ:] v.穿（衣服等）；戴（首饰等）；装着（wear的过去式）

606 working 1 ['wə:kiŋ] adj.工作的；操作的；可行的 n.工作；活动；制作；操纵 v.工作；影响；受雇用（work的ing形式） n.
(Working)人名；(英)沃金

607 worse 1 [wə:s, 'wə:s] adj.更坏的；更差的；更恶劣的（bad的比较级）；（病情）更重的（ill的比较级） adv.更糟；更坏；更恶劣
地；更坏地 n.更坏的事；更恶劣的事

608 would 5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609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610 year 1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611 yell 5 [jel] vi.大叫，叫喊 n.喊声，叫声 vt.喊叫着说

612 yelling 2 [jel] v. 大叫 n. 大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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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3 yes 1 [jes] adv.是,是的 n.是（表示肯定）

614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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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6 your 5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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