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2-15 词汇表词汇表

1 AAA 2 [ˌeɪeɪ'eɪ] abbr. 业余体育协会(英)=(Amateur Athletic Association) abbr. 美国汽车协会(=American Automobile Association)

2 about 2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的
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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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 account 1 n.账户；解释；账目，账单；理由；描述 vi.解释；导致；报账 vt.认为；把…视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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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actively 1 ['æktɪvli] adv. 积极地；活跃地；勤奋的

7 add 1 [æd] vi.加；增加；加起来；做加法 vt.增加，添加；补充说；计算…总和 n.加法，加法运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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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adding 2 ['ædiŋ] v.增加（add的ing形式） n.(Adding)人名；(瑞典)阿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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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dvancing 1 英 [əd'vɑːnsɪŋ] 美 [əd'vænsɪŋ] adj. 前进的；增加的 动词advan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2 advisors 1 n. 顾问，指导教授，劝告者（advisor的复数形式）

13 aerospace 1 ['εərəuspeis] n.航空宇宙；[航]航空航天空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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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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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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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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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ahea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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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in 1 [æn] adj.（苏格兰）自己的 n.艾因河；一种压缩软件

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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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airplane 1 ['εəplein] n.飞机

22 all 1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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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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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am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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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6 amazed 1 [ə'meizd] adj.惊奇的，吃惊的 v.使…吃惊；把…弄糊涂（amaze的过去分词）

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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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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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mur 1 [ɑ:'muə] n.阿穆尔河（东北亚河流，我国称黑龙江）

30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31 analysis 1 [ə'næləsis] n.分析；分解；验定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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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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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ndrew 1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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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 announced 2 [ə'naʊnst] adj.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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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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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apparently 2 [ə'pærəntli] adv.显然地；似乎，表面上

40 approaching 1 [ə'prəutʃiŋ] v.接近（approach的ing形式）；[航]进场；侵入

41 Arab 1 ['ærəb] adj.阿拉伯的 n.阿拉伯人；阿拉伯马

42 Arabia 1 [ə'reibiə] n.阿拉伯半岛（亚洲西南部，等于ArabianPeninsula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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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Arabian 2 [ə'reibiən] adj.阿拉伯的；阿拉伯人的 n.阿拉伯人

44 are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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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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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areas 1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47 arid 2 ['ærid] adj.干旱的；不毛的，[农]荒芜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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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as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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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aspect 1 ['æspekt] n.方面；方向；形势；外貌

51 assistant 1 [ə'sistənt] n.助手，助理，助教 adj.辅助的，助理的；有帮助的

52 associated 1 [ə'səuʃi,eitid] adj.关联的；联合的 v.联系（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3 at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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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4 attack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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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 attention 1 [ə'tenʃən] n.注意力；关心；立正！（口令）

56 attract 2 [ə'trækt] vt.吸引；引起 vi.吸引；有吸引力

57 autonomous 3 [ɔ:'tɔnəməs] adj.自治的；自主的；自发的

58 available 1 adj.可获得的；可购得的；可找到的；有空的

59 averag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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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avoided 1 [ə'vɔɪdɪd] adj. 避免了 动词avoi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61 back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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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barrel 4 ['bærəl] vt.把……装入桶内 n.桶；枪管，炮管 vi.快速移动 n.(Barrel)人名；(法、意)巴雷尔

63 barrels 1 ['bærəl] n. 桶；枪管；一桶的量；炮管；大量；笔管；汽油桶 vi. 快速移动 vt. 把 ... 装桶

64 be 9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65 bears 1 [beəz] n. 熊；卖空者 名词bear的复数形式. 动词bear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66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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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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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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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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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Bengal 1 [beŋ'gɔ:l] n.孟加拉（位于亚洲）

72 bengals 3 ['benɡælz] 孟加拉棉,孟加拉薄细布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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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biden 2 n. 拜登(姓氏)

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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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biggest 1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
77 biodiversity 2 [,baiəudai'və:səti] n.生物多样性

78 biologists 1 n.生物学家( biologist的名词复数 )

79 biology 1 [bai'ɔlədʒi] n.（一个地区全部的）生物；生物学

80 bit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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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81 blackhawk 2 黑鹰是美国制造的Xp-87战斗机

82 Bolivia 1 [bə'liviə] n.玻利维亚（南美洲西部国家）

83 bord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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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bordering 1 ['bɔ:dəriŋ] n.边缘；设立疆界；加边 v.接壤（border的ing形式）；在…上加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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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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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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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bow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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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briefly 1 ['bri:fli] adv.短暂地；简略地；暂时地

89 bring 1 vt.拿来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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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bu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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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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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by 3 prep.通过；被；依据；经由；在附近；在……之前 adv.通过；经过；附近；[互联网]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

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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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capital 2 ['kæpitəl] n.首都，省会；资金；大写字母；资本家 adj.首都的；重要的；大写的 n.(Capital)人名；(法)卡皮塔尔

95 car 2 [kɑ:] n.汽车；车厢 n.(Car)人名；(土)贾尔；(法、西)卡尔；(塞)察尔

96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97 cars 1 英 [kɑ:z] 美 [kɑ:rz] n. 汽车；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.

98 cat 1 n.猫，猫科动物

99 catch 1 [kætʃ] vt.赶上；抓住；感染；了解 vi.赶上；抓住 n.捕捉；捕获物；窗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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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CEO 1 abbr.首席执行官；执行总裁（chiefexecutiveofficer）

102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
103 chance 1 [tʃɑ:ns, tʃæns] n.机会，际遇；运气，侥幸；可能性 vt.偶然发生；冒……的险 vi.碰巧；偶然被发现 n.(Chance)人名；(英)
钱斯

104 chart 1 n.图表；海图；图纸；排行榜 vt.绘制…的图表；在海图上标出；详细计划；记录；记述；跟踪（进展或发展 n.(Chart)
人名；(泰)察

105 chopper 2 ['tʃɔpə] n.[电子]斩波器；斧头；切碎机 vt.用直升机运送 vi.乘直升机飞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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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circus 1 ['sə:kəs] n.马戏；马戏团

108 cliffs 1 n. 克利夫斯(在美国；西经 117º00' 北纬 42º40'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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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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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closing 1 ['kləuziŋ] adj.收盘的；结束的；结尾的 n.结尾辞 v.关闭（clos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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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coasts 1 英 [kəʊst] 美 [koʊst] n. 海岸；海滨

114 co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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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commodity 1 [kə'mɔditi] n.商品，货物；日用品

116 company 1 ['kʌmp(ə)ni] n.公司；陪伴，同伴；连队 vi.交往 vt.陪伴 n.(Company)人名；(西)孔帕尼；(英)康帕尼

117 computer 1 [kəm'pju:tə] n.计算机；电脑；电子计算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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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conservation 2 [,kɔnsə'veiʃən] n.保存，保持；保护

120 conservationist 1 [,kɔnsə'veiʃənist] n.自然资源保护论者

121 conserve 1 [kən'sə:v, 'kɔnsə:v] vt.保存；将…做成蜜饯；使守恒 n.果酱；蜜饯

122 considering 1 [kən'sidəriŋ] prep.考虑到；就...而论 conj.考虑到 v.考虑到（consider的ing形式）

123 contains 1 [kən'teɪnz] v.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124 continent 1 ['kɔntinənt] n.大陆，洲，陆地 adj.自制的，克制的

1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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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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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cooperation 1 [kəu,ɔpə'reiʃən] n.合作，协作；[劳经]协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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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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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costs 2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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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could 7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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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3 countr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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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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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crisis 1 ['kraisis] n.危机；危险期；决定性时刻 adj.危机的；用于处理危机的

136 croft 3 ['krɔft] n.小田地，小农场 n.(Croft)人名；(英、德)克罗夫特

137 crude 3 [kru:d] adj.粗糙的；天然的，未加工的；粗鲁的 n.原油；天然的物质

1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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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9 cycle 1 ['saikl] n.循环；周期；自行车；整套；一段时间 vt.使循环；使轮转 vi.循环；骑自行车；轮转

140 dating 1 ['deitiŋ] n.约会；记日期的；注明日期 v.约会；定日期（date的ing形式）

1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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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2 de 1 [di:] abbr.判定元件（DecisionElement） n.(De)人名；(朝)大

143 demand 3 [di'mɑ:nd, -'mænd] vt.要求；需要；查询 vi.需要；请求；查问 n.[经]需求；要求；需要 n.(Demand)人名；(德)德曼德

144 depend 3 [di'pend] vi.依赖，依靠；取决于；相信，信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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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deserves 1 英 [dɪ'zɜːv] 美 [dɪ'zɜ rːv] vt. 应受；值得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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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8 developing 2 [di'veləpiŋ] adj.发展中的 n.[摄]显影 v.发展（develop的ing形式）

149 devil 1 n.魔鬼；撒旦；家伙；恶棍；淘气鬼；冒失鬼 vt.虐待，折磨；（用扯碎机）扯碎；（替作家，律师等）做助手；抹辣
味料烤制或煎煮

150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151 different 4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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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dipping 2 ['dɪpɪŋ] n. 浸渍 动词dip的现在分词.

154 discussed 1 [dɪs'kʌst] adj. 被讨论的；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55 diversity 2 [dai'və:səti] n.多样性；差异

156 do 3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（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）；（代替动词）；（用于加强语气） vi.行，足够；生长 n.（英）多（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
称） n.（口语）事件；（主英国口语）诈骗；（主英国、新西兰口语）宴会；（口语）必须做到的事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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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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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drive 2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160 driving 1 ['draiviŋ] adj.强劲的；推进的；精力旺盛的 n.驾驶；操纵 v.驾驶（drive的ing形式）

161 dry 1 [drai] adj.干的；口渴的；枯燥无味的；禁酒的 vt.把…弄干 vi.变干 n.干涸 n.(Dry)人名；(法)德里

162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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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4 east 2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165 educates 1 ['edʒukeɪt] v. 教育；培养；训练

166 effects 1 [i'fekts] n.效果（effect的复数形式）；财物

167 eight 2 [eit] num.八；八个；第八 adj.八的 n.八字形

1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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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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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embassy 1 ['embəsi] n.大使馆；大使馆全体人员

171 emirates 1 United Arab Emirates (on the Trucial Coast of the Persian Gulf)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(位于波斯湾)

172 employees 1 [ˌemplɔɪ'iː 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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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 emptiness 1 ['emptinis] n.空虚；无知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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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energy 1 ['enədʒi] n.[物]能量；精力；活力；精神

176 engaging 1 [in'geidʒiŋ] adj.迷人的 v.参加（engage的ing形式）；保证；雇用

177 entirely 1 [in'taiə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

178 environments 1 [en'vaɪərənmənts] 环境

179 erika 2 ['εrikə] n.埃里卡（女名）

180 escalates 1 ['eskəleɪt] vt. 升级 vi. 升高；逐步升级

181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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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ever 1 ['evə] adv.永远；曾经；究竟 n.(Ever)人名；(英)埃弗；(俄)叶韦尔；(西、法)埃韦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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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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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existing 1 [ig'zistiŋ] adj.目前的；现存的 v.存在（exist的现在分词）

187 expected 4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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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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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explain 1 [ik'splein] v.说明；解释

191 exports 1 ['ekspɔː rts] n. 出口货；输出额 名词export的复数形式.

1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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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facing 1 ['feisiŋ] n.饰面；衣服等的贴边

1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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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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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features 1 ['fiː tʃəz] n. 容貌；特征 名词feature的复数形式.

197 February 2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98 fell 1 [fel] adj.凶猛的；毁灭性的 vt.砍伐；打倒；击倒 n.[林]一季所伐的木材；折缝；兽皮 v.掉下；摔倒；下垂；变坏（fall的过
去式） n.(Fell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)费尔

199 female 1 ['fi:meil] adj.女性的；雌性的；柔弱的，柔和的 n.女人；[动]雌性动物

200 figur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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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filled 2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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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finish 1 ['finiʃ] vt.完成；结束；用完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结束；完美；回味（葡萄酒）

204 firms 1 英 [fɜːm] 美 [fɜ rːm] n. 公司；商行 adj. 坚定的；结实的；坚固的；严格的 v. (使)变得坚实；确定 adv. 稳固地；坚定地

2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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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f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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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fligh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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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fly 2 [flai] vi.飞；驾驶飞机；飘扬 vt.飞行；飞越；使飘扬 n.飞行；苍蝇；两翼昆虫 adj.敏捷的 n.(Fly)人名；(法)弗利；(英)弗莱

209 flying 1 ['flaiiŋ] adj.飞行的 n.飞行 v.飞（fly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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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forest 1 ['fɔrist] vt.植树于，使成为森林 n.森林 n.(Forest)人名；(法)福雷；(英、西)福雷斯特

2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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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formation 1 [fɔ:'meiʃən] n.形成；构造；编队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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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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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fuel 2 ['fjuəl] vi.得到燃料 vt.供以燃料，加燃料 n.燃料；刺激因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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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 future 1 ['fju:tʃə] n.未来；前途；期货；将来时 adj.将来的，未来的

218 gaining 1 ['geɪnɪŋ] n. 开槽 动词gain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19 gallon 1 ['gælən] n.加仑（容量单位） n.(Gallon)人名；(法、意、瑞典)加隆

220 gallons 1 ['ɡælənz] n. 加仑 名词gallon的复数.

2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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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gam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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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3 gap 1 n.间隙；缺口；差距；分歧 vi.裂开 vt.使形成缺口

224 gas 6 [gæs] n.气体；[矿业]瓦斯；汽油；毒气 vt.加油；毒（死） vi.加油；放出气体；空谈 n.(Gas)人名；(法、德、西)加斯

225 gasoline 2 ['gæsəli:n] n.汽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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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generations 1 [dʒenə'reɪʃnz] n. 世代

228 get 2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29 getting 2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230 glad 1 adj.高兴的；乐意的 vt.使......高兴 n.(Glad)人名；(塞、瑞典)格拉德；(英)格莱德；(法、挪)格拉

231 glass 1 [glɑ:s, glæs] n.玻璃；玻璃制品；镜子 vt.反映；给某物加玻璃 vi.成玻璃状 n.(Gl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)格拉斯

232 global 1 ['gləubəl] adj.全球的；总体的；球形的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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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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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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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goods 2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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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groceries 2 n.杂货；食品；生活用品

239 gross 1 [grəus] adj.总共的；粗野的；恶劣的；显而易见的 vt.总共收入 n.总额，总数 n.(Gro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意、葡、西、
俄、芬、罗、捷、匈)格罗斯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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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haan 1 n. 哈恩

242 had 2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
243 hanging 1 ['hæŋiŋ] n.悬挂；绞刑；帘子，幔帐 adj.悬挂着的 v.悬挂（hang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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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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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6 harder 1 [ha:də] adj.更难的；更努力的；更坚固的（hard的比较级） n.(Har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哈德

247 has 4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
2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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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9 h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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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hea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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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health 1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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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3 helicopter 3 ['helikɔptə] n.[航]直升飞机 vi.[航]乘直升飞机 vt.由直升机运送

254 h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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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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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herself 1 [hə:'self] pron.她自己（she的反身代词）；她亲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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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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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hig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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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highest 2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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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 hikes 1 [haɪk] n. 徒步旅行；远足；涨价 vi. 远足；提高

262 his 2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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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hi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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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5 hopeful 1 ['həupful] adj.有希望的；有前途的 n.有希望成功的人

2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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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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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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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ignore 2 [ig'nɔ:] vt.驳回诉讼；忽视；不理睬

270 Illinois 1 [,ili'nɔi(z)] n.伊利诺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271 imagine 1 vt.想象；猜想；臆断 vi.想象；猜想；想象起来

272 impact 1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
273 impacted 1 [im'pæktid] adj.压紧的；结实的；嵌入的；（人口）稠密的 v.装紧；挤满（impact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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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in 35 [in] prep.按照（表示方式）；从事于；在…之内 adv.进入；当选；（服装等）时髦；在屋里 adj.在里面的；时髦的 n.执政
者；门路；知情者 n.(In)人名；(中)演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殷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因；(日)寅(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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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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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increase 2 [in'kri:s, 'inkri:s] n.增加，增长；提高 vi.增加，增大；繁殖 vt.增加，加大 n.(Increase)人名；(英)英克里斯

279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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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inside 2 [,in'said, 'in-] n.里面；内部；内情；内脏 adj.里面的；内部的；秘密的 adv.在里面 prep.少于；在…之内

282 instead 1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283 institute 1 ['institjut, -tu:t] vt.开始（调查）；制定；创立；提起（诉讼） n.学会，协会；学院

284 intelligence 1 n.智力；情报工作；情报机关；理解力；才智，智慧；天分

285 intereste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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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6 interesting 1 [ˈɪntrɪstɪŋ，ˈɪntrəstɪŋ] adj.有趣的；引起兴趣的，令人关注的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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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invest 1 [in'vest] vt.投资；覆盖；耗费；授予；包围 vi.投资，入股；花钱买

289 investments 1 [ɪn'vestmənts] 投资

290 Iowa 1 ['aiəwə] n.爱荷华州（美国州名）

291 irony 1 ['aiərəni] n.讽刺；反语；具有讽刺意味的事 adj.铁的；似铁的

292 is 27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293 it 2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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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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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296 jaguars 1 n. “美洲虎”战斗机

297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298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299 jp 1 [ˌdʒeɪ'piː ] abbr. 喷气机驾驶员 (=jet pilot) abbr. 喷气推进的 (=jet propulsion)

300 jus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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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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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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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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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knowledge 1 ['nɔlidʒ] n.知识，学问；知道，认识；学科 n.(Knowledge)人名；(南非)诺利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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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5 kyiv 1 [地名] [乌克兰] 基辅

306 laid 1 [leid] v.放；铺设；安排（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松弛的；从容不迫的 n.(Laid)人名；(瑞典)莱德

3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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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8 landed 1 ['lændid] adj.拥有土地的；陆地上的 v.登陆，登岸（la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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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Lanka 1 n.兰卡；楞伽

311 largest 1 ['laː dʒɪst] adj. 最大的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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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les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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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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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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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levels 1 ['levəlz] n.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.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317 lick 1 [lik] vt.舔；卷过；鞭打 vt.（非正式）战胜 vi.舔；轻轻拍打 n.舔；打；少许 n.(Lick)人名；(英、匈)利克

318 licked 1 [lɪk] v. 舔；轻拍；击败；掠过 n. 舔；少许；打；<口>速度

319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320 lik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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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1 lions 1 [[ˈlaiənz] n.狮子（lion的复数）；雄狮；腰角 n.(Lions)人名；(法)利翁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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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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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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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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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lockheed 1 n.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（世界军用飞机市场的领军企业）；洛克希勒（人名）

327 logo 1 ['lɔgəu, 'ləug-] n.商标，徽标；标识语 n.(Logo)人名；(英、塞)洛戈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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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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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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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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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mainly 1 ['meinli] adv.主要地，大体上

333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334 mak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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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male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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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mangrove 1 ['mæŋgrəuv] n.红树林

337 mangroves 2 [mæŋɡ'rəʊvz] 红树林

338 manipulate 1 [mə'nipjuleit] vt.操纵；操作；巧妙地处理；篡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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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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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market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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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martin 1 ['mɑ:tin] n.紫崖燕

343 mascots 1 n.吉祥物( mascot的名词复数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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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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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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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meat 1 [mi:t] n.肉，肉类（食用）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348 middle 3 adj.中间的，中部的；中级的，中等的 n.中间，中央；腰部

349 mike 1 n.扩音器，麦克风；话筒；休息,游手好闲 vi.使用扩音器；偷懒,游手好闲 vt.用扩音器传送；用窃听器窃听

350 military 3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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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misha 3 n. 米沙(在印度；东经 93º22' 北纬 8º00')

353 monarchy 1 ['mɔnəki] n.君主政体；君主国；君主政治

354 Monday 2 ['mʌndi] n.星期一

355 monitor 1 n.监视器；监听器；监控器；显示屏；班长 vt.监控

356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357 months 3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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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Morgan 1 ['mɔ:gən] n.摩根
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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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Mountains 2 ['mauntins] n.山脉；[地理]山区；山岳（mountain的复数）

362 muscat 2 ['mʌskət; -kæt] n.马斯喀特（阿曼首都）

363 museum 2 [mju:'ziəm] n.博物馆

364 my 4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365 name 1 n.名称，名字；姓名；名誉 vt.命名，任命；指定；称呼；提名；叫出 adj.姓名的；据以取名的 n.(Name)人名；(日)滑
(姓)；(英)内姆

366 nation 4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367 national 2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368 natural 2 ['nætʃərəl] adj.自然的；物质的；天生的；不做作的 n.自然的事情；白痴；本位音 n.(Natural)人名；(西)纳图拉尔

369 nature 1 ['neitʃə] n.自然；性质；本性；种类 n.(Nature)人名；(法)纳蒂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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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1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372 negligible 1 ['neglidʒəbl] adj.微不足道的，可以忽略的

373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374 NFL 1 [ˌenef'el] abbr. 美国国家足球联盟（=National Football League）
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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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normalize 1 ['nɔ:məlaiz] vt.使正常化；使规格化，使标准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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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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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9 November 1 [nəu'vembə] n.十一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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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1 obstacle 1 ['ɔbstəkl] n.障碍，干扰；妨害物

382 of 3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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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oh 2 [əu] int.哦；哎呀（表示惊讶或恐惧等）

385 oil 14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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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Oman 6 [əu'mɑ:n] n.阿曼（西南亚国家）

388 omicron 1 n.希腊字母第15字

389 O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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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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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1 onl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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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opec 1 ['əupek] abbr.石油输出国家组织（OrganizationofPetroleumExportingCountries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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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3 operations 1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
394 or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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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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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originally 1 [ə'ridʒənəli] adv.最初，起初；本来

397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98 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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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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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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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own 1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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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panthers 1 n. 美洲黑豹队

4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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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parts 2 [pɑ:ts] n.[机]零件，部件 n.(Parts)人名；(瑞典)帕茨；(爱沙)帕尔茨

406 Patrick 1 ['pætrik] n.帕特里克（男子名）

407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408 per 1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409 perce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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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percentage 1 [pə'sentidʒ] n.百分比；百分率，百分数

411 petroleum 3 [pi'trəuliəm, pə-] n.石油

412 pic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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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picked 2 ['pikid, pikt] adj.采摘的；精选的 v.挑选；采摘（pick的过去式）

414 pilots 3 ['paɪləts] n. 飞行员；向导 名词pilo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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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6 Plains 1 [pleinz] n.平地，平原（plain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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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playing 1 ['pleiiŋ] n.比赛；演奏 v.玩耍（play的ing形式）

419 plummeted 1 ['plʌmɪt] n. 铅锤；铅垂线 vi. 垂直落下；暴跌

420 poi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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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political 1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422 populated 1 ['pɒpjʊleɪtɪd] adj. 人口稠密的 动词popul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23 population 1 [,pɔpju'leiʃən] n.人口；[生物]种群，[生物]群体；全体居民

424 potentially 1 [pə'tenʃəli] adv.可能地，潜在地

425 pre 1 abbr.炼油工程师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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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7 president 3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428 pric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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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9 prices 15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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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1 producer 1 [prəu'dju:sə] n.制作人，制片人；生产者；发生器

432 producers 1 生产性

433 producing 1 [prə'djuːsɪŋ] n.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34 production 2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435 professor 3 [prəu'fesə] n.教授；教师；公开表示信仰的人

436 project 1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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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7 projects 1 [p'rədʒekts] [ projecte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438 pump 1 [pʌmp] vt.打气；用抽水机抽… n.泵，抽水机；打气筒 vi.抽水 n.(Pump)人名；(捷)蓬普；(英)庞普

4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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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0 questions 1 ['kwestʃənz] n. 问题，疑问，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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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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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3 rams 2 n. 公羊；活塞；水压抽水机 RAMS. abbr. 随机存储器；内存条（=random-access memory） 名词ram的复数形式.

444 re 5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445 ready 1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446 realistic 1 [,riə'listik, ,ri:-] adj.现实的；现实主义的；逼真的；实在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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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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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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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0 redesigned 1 [ˌriː dɪ'zaɪn] vt. 重新设计

451 refreshing 1 [ri'freʃiŋ, ri:-] adj.提神的；使清爽的；使人重新振作的 v.使清新；恢复精神（refresh的ing形式）

452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453 release 1 [ri'li:s] vt.释放；发射；让与；允许发表 n.释放；发布；让与

454 remains 1 [ri'meinz] n.残余；遗骸

455 reportedly 2 [ri'pɔ:tidli] adv.据报道；据传闻

456 represent 1 [,repri'zent] vt.代表；表现；描绘；回忆；再赠送 vi.代表；提出异议

4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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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8 resulted 1 [rɪ'zʌlt] n. 结果；成果；答案；成绩；(足球比赛)赢 v. 产生；致使

459 rich 2 adj.富有的；肥沃的；昂贵的 adj.油腻的，含有很多脂肪 n.(Rich)人名；(丹)里克；(捷)里赫；(英、西)里奇；(葡、法)里什

460 right 1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461 rigs 1 n. 船具；服饰；装束；钓具；钻井架 名词rig的复数形式. abbr. 无线电惯性制导系统(=radio-inertial guidance system)

462 ripple 1 ['ripl] n.波纹；涟漪；[物]涟波 vi.起潺潺声 vt.在…上形成波痕 n.(Ripple)人名；(英)里普尔

4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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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4 rising 4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465 road 1 [rəud] n.公路，马路；道路；手段 vt.（狗）沿臭迹追逐（猎物） adj.（美）巡回的 n.(Road)人名；(英)罗德

466 rollercoaster 1 n.过山车

467 romeoville 2 [地名] [美国] 罗密欧维尔

468 rugged 1 ['rʌgid] adj.崎岖的；坚固的；高低不平的；粗糙的

4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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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0 Russia 3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4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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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2 sam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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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3 sample 1 ['sɑ:mpl, 'sæ-] vt.取样；尝试；抽样检查 n.样品；样本；例子 adj.试样的，样品的；作为例子的 n.(Sample)人名；(英)桑
普尔

474 samples 1 ['sɑːmplz] n. 采样；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.

475 saudi 1 adj.沙特阿拉伯（人或语）的； n.沙特阿拉伯人 n.SaudiArabianAirlines的简称，沙特阿拉伯航空

4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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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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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7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78 scent 1 [sent] n.气味；嗅觉；痕迹；察觉能力 vt.闻到；发觉；使充满…的气味；循着遗臭追踪 vi.发出…的气味；有…的迹象；
嗅着气味追赶 n.(Scent)人名；(英)森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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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0 science 1 ['saiəns] n.科学；技术；学科；理科 n.(Science)人名；(英)赛恩斯

481 sea 2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4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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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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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4 sediment 1 ['sedimənt] n.沉积；沉淀物

485 see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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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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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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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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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9 show 1 [ʃəu] vt.显示；说明；演出；展出 vi.显示；说明；指示 n.显示；表演；炫耀 n.(Show)人名；(中)邵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英)
肖

490 Siberian 1 [sai'biəriən] adj.西伯利亚（人）的；来自西伯利亚的

4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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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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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3 situation 1 [,sitju'eiʃən, -tʃu-] n.情况；形势；处境；位置

494 skyrocketed 1 英 ['skaɪrɒkɪt] 美 ['skaɪrɑːkɪt] n. 冲天火箭（烟火） vt. 使 ... 上升； 发射 vi. 陡升； 猛涨

495 small 1 [smɔ:l] adj.少的，小的；微弱的；几乎没有的；不重要的；幼小的 adv.小小地；卑鄙地 n.小件物品；矮小的人 n.(Small)
人名；(英)斯莫尔

496 so 9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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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7 soar 1 [sɔ:] vi.高飞；高耸；往上飞舞 n.高飞；高涨 n.(Soar)人名；(英、葡)索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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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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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0 sommers 1 n. 萨默斯

501 soto 3 n.索托（手表品牌）

502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503 sparsely 1 ['spa:sli] adv.稀疏地；贫乏地

504 species 1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505 spigot 1 ['spigət] n.龙头；栓；饮水的地方

506 spoke 1 v.说话（speak的过去式）；为…装轮辐；说；演说；从某种观点来说 n.（车轮的）辐条；轮辐；破坏某人的计划；阻
挠某人的行动；刹车；扶梯棍

507 spokesperson 1 ['spəuks,pə:s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508 Sri 1 [sri] n.斯里兰卡（SriLanka）；（拉）神圣罗马帝国（SacrumRomanumImperium） n.(Sri)人名；(印、柬、印尼、阿拉伯、马
来)斯里；(泰、老)西

509 stalk 1 [stɔ:k] n.（植物的）茎，秆；（支持叶子、果实和花的）梗，柄；追踪；高视阔步 vt.追踪，潜近；高视阔步 vi.高视阔步
地走；潜近，偷偷接近

510 start 3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511 States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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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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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3 stick 1 vt.刺，戳；伸出；粘贴 vi.坚持；伸出；粘住 n.棍；手杖；呆头呆脑的人 n.(Stick)人名；(芬)斯蒂克

514 st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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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5 stock 2 n.股份，股票；库存；血统；树干；家畜 adj.存货的，常备的；平凡的 vt.进货；备有；装把手于… vi.囤积；办货；出
新芽 n.(Stock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施托克；(英、法、葡、瑞典)斯托克

516 store 2 [stɔ:] n.商店；储备，贮藏；仓库 vt.贮藏，储存 n.(Store)人名；(德)施托雷

517 strain 1 n.张力；拉紧；负担；扭伤；血缘 vi.拉紧；尽力 vt.拉紧；滥用；滤去；竭力 n.(Strain)人名；(英)斯特兰 n.（植物、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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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的）品种；种类

518 strategic 2 [strə'ti:dʒik] adj.战略上的，战略的

519 strategy 1 ['strætidʒi] n.战略，策略

520 students 5 [st'juːdnts] 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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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sultan 2 ['sʌltən] n.苏丹（某些伊斯兰国家统治者的称号）

523 super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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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4 supply 3 [sə'plai] n.供给，补给；供应品 vt.供给，提供；补充 vi.供给；替代

525 surging 2 ['sɜːdʒɪŋ] adj. 浪涌的；冲击的 动词surg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5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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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7 tak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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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8 teaching 1 ['ti:tʃiŋ] n.教学；教义 v.教学；教导（teach的ing形式）

529 technology 3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5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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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1 term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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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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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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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4 the 94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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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6 them 4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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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8 there 4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39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40 they 17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41 thing 2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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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think 3 [θiŋk] vt.想；认为；想起；想像；打算 vi.想；认为 n.想；想法 adj.思想的

5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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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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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6 though 2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547 thrilled 1 [θrild] adj.非常兴奋的；极为激动的 v.激动（thrill的过去式）；[医]震颤

548 tiger 2 ['taigə] n.老虎；凶暴的人 n.(Tiger)人名；(英)泰格；(法)蒂热；(瑞典)蒂格

549 tim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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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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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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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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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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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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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5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556 topography 1 [tə'pɔgrəfi] n.地势；地形学；地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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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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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9 transport 1 [træns'pɔ:t; trænz-træns'pɔ:t, trænz-, trɑ:n-, 'trænspɔ:t, 'trænz-, 'trɑ:n-] n.运输；运输机；狂喜；流放犯 vt.运输；流放；使狂喜

560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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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1 trying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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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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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3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64 Ukraine 1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565 Ukrainian 3 [ju:'kreiniən; -'krai-] adj.乌克兰的；乌克兰人的 n.乌克兰人；乌克兰语

566 uncertainty 1 [,ʌn'sə:tənti] n.不确定，不可靠

5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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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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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9 unidentified 11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570 united 3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571 university 3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572 up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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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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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4 us 2 pron.我们

5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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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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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7 using 1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578 varied 1 ['vεərid] adj.多变的；各式各样的；杂色的 v.改变；使多样化（va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5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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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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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1 very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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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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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3 volodymyr 1 弗拉基米尔

584 wallet 1 ['wɔlit] n.钱包，皮夹 n.(Wallet)人名；(英)沃利特；(法)瓦莱

5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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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6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87 way 3 [wei] n.方法；道路；方向；行业；习惯 adv.大大地；远远地 adj.途中的 n.(Way)人名；(中)见Wei；(英、缅)韦

588 we 1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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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9 weighing 1 ['weɪɪŋ] n. 称(量重)；权衡；权重 动词weig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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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1 went 2 [went] v.去，过去（go的过去式） n.(Went)人名；(德、匈、荷)文特；(英)温特

592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593 w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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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en 4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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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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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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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8 whi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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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9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600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601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602 wi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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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3 win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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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604 winner 2 ['winə] n.胜利者 n.(Winn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纳

605 with 11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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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6 withhold 1 ['wið'həuld, wiθ-] vt.保留，不给；隐瞒；抑制 vi.忍住；克制

6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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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08 work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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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9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610 wor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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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1 would 6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612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613 years 1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614 Yemen 1 ['jemən] n.也门（西南亚国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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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6 you 14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6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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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8 zoo 1 [zu:] n.动物园 n.(Zoo)人名；(朝)朱；(阿拉伯)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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