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2-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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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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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hieving 1 [ə'tʃiː v] v. 完成；达到；实现

4 actually 3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5 ad 3 [,ei 'di:] n.公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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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ads 1 abbr. (=Automatic Data Set)自动数据设备

8 advertise 1 ['ædvətaiz] vt.通知；为…做广告；使突出 vi.做广告，登广告；作宣传

9 advertisers 1 n.登广告的人( advertiser的名词复数 ); 报幕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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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again 2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12 agencies 1 ['eɪdʒənsi] n. 代理；代理处；政府机构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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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agreed 1 [ə'gri:d] adj.同意的；通过协议的 v.同意；赞成（agree的过去式）

15 air 1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16 aire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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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 all 2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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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lso 3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20 always 1 ['ɔ:lweiz, -wiz] adv.永远，一直；总是；常常

21 ambitious 2 [æm'biʃəs] adj.野心勃勃的；有雄心的；热望的；炫耀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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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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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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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and 41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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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annual 1 ['ænjuəl] adj.年度的；每年的 n.年刊，年鉴；一年生植物

29 anothe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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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antonio 1 [æn'təuniəu] n.安东尼奥（男名）

31 anywhere 1 ['enihwεə] adv.在任何地方；无论何处 n.任何地方

32 Apollo 1 [ə'pɔləu] n.阿波罗（太阳神）；美男子

33 apparently 1 [ə'pærəntli] adv.显然地；似乎，表面上

34 approval 1 [ə'pru:vəl] n.批准；认可；赞成

35 ar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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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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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around 3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38 a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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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 astronomer 1 [ə'strɔnəmə] n.天文学家

40 at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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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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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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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Banks 1 [bæŋks] n.班克斯（姓氏）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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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beams 1 [biː m] vi. 微笑；发光 vt. 播送；发射；用梁支撑 n. 桁条；光线；(光线的)束；(横)梁

47 became 1 [bi'keim] v.变得（become的过去式）

48 because 1 [bi'kɔz] conj.因为

49 been 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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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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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53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54 benchmark 1 ['bentʃmɑ:k] n.基准；标准检查程序 vt.用基准问题测试（计算机系统等）

55 bengals 1 ['benɡælz] 孟加拉棉,孟加拉薄细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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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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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billion 1 ['biljən] n.十亿；大量 num.十亿 adj.十亿的 n.(Billion)人名；(法)比利翁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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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0 bitcoin 1 点对点（peer-to-peer）基于网络的匿名数字货币

61 blast 1 ['baiəu,blæst] n.爆炸；冲击波；一阵 vi.猛攻 vt.爆炸；损害；使枯萎 n.(Blast)人名；(德)布拉斯特

62 boats 1 英 [bəʊt] 美 [boʊt] n. 船；船型物 v. 划船；放于船上；乘船

63 bone 1 [英[bəʊn] 美[bon]] n.骨；骨骼 vt.剔去...的骨；施骨肥于 vi.苦学；专心致志 n.(Bone)人名；(英)博恩；(法、西、罗、塞)博
内；(老)奔

64 booster 3 ['bu:stə] n.升压机；支持者；扩爆器

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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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bounces 2 [baʊns] vi. 弹起；重新恢复；退票 vt. 使弹起；解雇；驱逐 n. 弹跳；弹力；活力

67 bouncing 1 ['baunsiŋ] adj.跳跃的；巨大的；活泼的 v.弹跳（bounce的ing形式）

68 bow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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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brain 1 [brein] n.头脑，智力；脑袋 vt.猛击…的头部 n.(Brain)人名；(英)布雷恩

70 break 1 vi.打破；折断；弄坏；削弱 vt.（使）破；打破（纪录）；（常指好天气）突变；开始 vi.（嗓音）突变；突破；破晓；
（价格）突然下跌 n.破裂；间断；（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）改变；间歇

71 bricks 1 [brɪk] n. 砖；砖块；砖状物 vt. 用砖围砌（或堵）

72 bring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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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74 but 12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
75 b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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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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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came 4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78 can 5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的）食品罐头

79 capable 2 ['keipəbl] adj.能干的，能胜任的；有才华的

80 capacity 2 [kə'pæsəti] n.能力；容量；资格，地位；生产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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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83 center 1 ['sentə] n.中心，中央；中锋；中心点 vi.居中，被置于中心 vt.集中，使聚集在一点；定中心 adj.中央的，位在正中的 n.
(Center)人名；(英)森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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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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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channel 1 vt.引导，开导；形成河道 n.通道；频道；沟渠；海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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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chasing 1 ['tʃeisiŋ] n.[建]雕镂术；车螺丝雕镂；铸件最后抛光 v.追赶（chase的ing形式） n.(Chasing)人名；(英)蔡辛

88 check 1 vt.检查，核对；制止，抑制；在…上打勾 vi.核实，查核；中止；打勾；[象棋]将一军 n.<美>支票；制止，抑制；检
验，核对 n.（英）切克（人名）

89 cheering 1 ['tʃiəriŋ] n.欢呼；喝彩 adj.令人高兴的 v.欢呼（cheer的ing形式）

90 Chinese 1 [,tʃai'ni:z] n.中文，汉语；中国人 adj.中国的，中国人的；中国话的

91 city 3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92 clapped 1 [klæp] v. 拍手；轻拍；鼓掌；啪地关上 n. 霹雳声；轻拍；拍手声

93 clean 1 [kli:n] adj.清洁的，干净的；清白的 vt.使干净 vi.打扫，清扫 adv.完全地 n.打扫 n.(Clean)人名；(英)克林

94 Cleveland 2 ['kli:vlənd] n.克利夫兰（美国城市）

95 click 1 [klik] vt.点击；使发咔哒声 vi.作咔哒声 n.单击；滴答声

96 clip 6 n.（塑料或金属的）夹子；回纹针；修剪；剪报 vt.剪；剪掉；缩短；给…剪毛（或发）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
某物上 vi.剪；修剪；剪下报刊上的文章（或新闻、图片等）；迅速行动；用别针别在某物上，用夹子夹在某物上

97 cnn 8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98 code 6 [kəud] n.代码，密码；编码；法典 vt.编码；制成法典 vi.指定遗传密码 n.(Code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科德

99 coin 1 [kɔin] vt.铸造（货币）；杜撰，创造 n.硬币，钱币 n.(Coin)人名；(西、意)科因；(法)库安

1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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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commercial 2 [kə'mə:ʃəl] adj.商业的；营利的；靠广告收入的 n.商业广告

102 companies 1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103 compan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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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completely 2 [kəm'pli:tli] adv.完全地，彻底地；完整地

105 completes 1 [kəm'pliː t] adj. 完整的；完成的；彻底的 vt. 完成；使完美；使圆满；填（表格等）

106 complimented 1 英 ['kɒmplɪmənt] 美 ['kɑːmplɪmənt] n. 称赞；恭维；(复数)致意 vt. 恭维；称赞

107 concerned 1 [kən'sə:nd] adj.有关的；关心的 v.关心（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）；与…有关

108 conclusion 1 [kən'klu:ʒən] n.结论；结局；推论

109 connection 1 n.连接；关系；人脉；连接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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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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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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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corner 1 ['kɔ:nə] n.角落，拐角处；地区，偏僻处；困境，窘境 vi.囤积；相交成角 vt.垄断；迫至一隅；使陷入绝境；把…难住 n.
(Corner)人名；(法)科尔内；(英)科纳

114 correspondent 2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
115 cos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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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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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counting 1 ['kaʊntɪŋ] n. 计算

118 couple 1 ['kʌpl] n.对；夫妇；数个 vi.结合；成婚 vt.结合；连接；连合 n.(Couple)人名；(法)库普勒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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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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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1 cracked 1 [krækt] adj.破裂的；声音嘶哑的；精神失常的 v.破裂；崩溃（crack的过去分词）；发沙哑声；失败

122 crane 2 [krein] n.吊车，起重机；鹤 vi.伸着脖子看；迟疑，踌躇 vt.用起重机起吊；伸长脖子 n.(Crane)人名；(意、葡)克拉内；
(英、法、西)克兰

123 cras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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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crater 1 ['kreitə] n.火山口；弹坑 vt.在…上形成坑；取消；毁坏 vi.形成坑；消亡

125 creating 2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126 critic 1 ['kritik] n.批评家，评论家；爱挑剔的人

127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128 crops 1 n.农作物（crop的复数）；收成；[冶]切头 v.种植（crop的三单形式）；收割；修剪；产庄稼

129 crosstalk 2 英 ['krɒstɔː k] 美 ['krɔː stɔː k] n. [电子]串话干扰；交调失真；顶嘴；相声

130 cryptic 1 ['kriptik] adj.神秘的，含义模糊的；[动]隐藏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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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1 crypto 1 ['kriptəu] n.秘密赞同者；秘密党员

132 cube 1 [kju:b] n.立方；立方体；骰子 vt.使成立方形；使自乘二次；量…的体积 n.(Cube)人名；(瑞典、德)库贝

133 currency 1 ['kərənsi] n.货币；通货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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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dams 1 n. 水坝 名词dam的复数形式. abbr. 防御性反导弹系统(=Defense Against Missiles Systems)

136 day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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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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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8 debris 1 ['deibri:] n.碎片，残骸 n.(Debris)人名；(法)德布里

139 decade 1 ['dekeid] n.十年，十年期；十

140 deep 2 [di:p] n.深处；深渊 adj.深的；低沉的；深奥的 adv.深入地；深深地；迟 n.(Deep)人名；(英)迪普

141 delayed 1 [di'leid] adj.延时的；定时的 v.延迟（delay的过去式）

142 destroyed 1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
143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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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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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docked 1 英 [dɒk] 美 [dɑːk] n. 码头；船坞；船埠 v. 进(港、码头)

147 doing 1 ['du:iŋ] v.做；干（do的ing形式） n.活动；所作所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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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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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0 doors 1 [dɔ:z] n.大门；入口；通道（door的复数）

1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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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2 dozens 1 ['dʌznz] n. 几十；许多

153 draining 1 ['dreɪnɪŋ] n. 排水；泄水 动词drain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54 driest 1 生硬的 干燥的 枯燥的（dry的最高级）

155 drone 1 n.雄蜂；嗡嗡的声音；懒惰者 n.无人机（非正式） vi.嗡嗡作声；混日子 vt.低沉地说 n.n.(Drone)人名；(法)德罗纳

156 drop 1 [drɔp] vt.滴；使降低；使终止；随口漏出 vi.下降；终止 n.滴；落下；空投；微量；滴剂

157 drought 7 [draut] n.干旱；缺乏 n.(Drought)人名；(英)德劳特

158 droughts 3 [d'raʊts] 旱灾

159 dr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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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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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during 6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62 dust 3 [dʌst] n.灰尘；尘埃；尘土 vt.撒；拂去灰尘 vi.拂去灰尘；化为粉末 n.(Dust)人名；(德、俄)杜斯特

163 DVD 1 [,di:vi:'di] abbr.数字化视频光盘（DigitalVideoDisk）

164 dynamics 1 [dai'næmiks] n.动力学，力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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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earth 2 n.地球；地表，陆地；土地，土壤；尘事，俗事；兽穴 vt.把（电线）[电]接地；盖（土）；追赶入洞穴 vi.躲进地洞

167 electricity 1 [,ilek'trisəti] n.电力；电流；强烈的紧张情绪

168 elon 2 [ɪ'lɒn] 埃伦(可溶性显影剂粉末)

1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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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emerged 1 英 [i'mɜːdʒ] 美 [i'mɜ rːdʒ] vi. 浮现；(由某种状态)脱出；(事实)显现出来

171 emerges 1 英 [i'mɜːdʒ] 美 [i'mɜ rːdʒ] vi. 浮现；(由某种状态)脱出；(事实)显现出来

172 en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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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ending 1 ['endiŋ] n.结局；结尾

174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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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 entirety 1 [in'taiəti] n.全部；完全

176 environmental 1 [in,vaiərən'mentəl] adj.环境的，周围的；有关环境的

177 era 1 ['iərə, 'εərə] n.时代；年代；纪元 n.(Era)人名；(意、芬、印)埃拉

178 essentially 1 [i'senʃəli] adv.本质上；本来

179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180 et 1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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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even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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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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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expect 1 [ik'spekt] vt.期望；指望；认为；预料 vi.期待；预期

186 expected 3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187 experiencing 1 [ɪk'spɪərənsɪŋ] n. 体验；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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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exploring 1 [ɪks'plɔː rɪŋ] n. 探索；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90 extreme 2 [ik'stri:m] adj.极端的；极度的；偏激的；尽头的 n.极端；末端；最大程度；极端的事物

191 faa 2 abbr. (美国)联邦航空局(=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) abbr. 共同海损及特殊海损均不赔偿(=Free of All Average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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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facility 2 [fə'siliti] n.设施；设备；容易；灵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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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fa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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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Farmers 2 n.[农]农民（farmer的复数）

197 February 2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98 Federal 1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199 feed 1 [fi:d] vt.喂养；供给；放牧；抚养（家庭等）；靠…为生 vi.吃东西；流入 n.饲料；饲养；（动物或婴儿的）一餐

200 feet 2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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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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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ir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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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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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flew 1 [flu:] v.飞，飞翔（fly的过去式） n.(Flew)人名；(英)弗卢

2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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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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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flooded 1 adj. 充满的，充斥的；浸没的，淹没的；灌溉的 v. 淹没，发生水灾（动词floo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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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0 footage 1 ['futidʒ] n.英尺长度；连续镜头；以尺计算长度

211 for 23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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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ound 2 [faund] vt.创立，建立；创办 v.找到（find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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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free 1 [fri:] adj.免费的；自由的，不受约束的；[化学]游离的 vt.使自由，解放；释放 adv.自由地；免费 n.(Free)人名；(英)弗里

216 from 10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17 fully 1 ['fuli] adv.充分地；完全地；彻底地 n.(Fully)人名；(法)菲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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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ga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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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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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0 gargantuan 1 [gɑ:'gæntjuən] adj.庞大的，巨大的

221 gave 1 [geiv] v.给予（give的过去式） n.(Gave)人名；(塞内)加韦；(法)加夫

222 get 5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223 gets 3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224 getting 4 ['ɡetɪŋ] n.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.

225 ghost 1 [gəust] n.鬼，幽灵 vt.作祟于；替…捉刀；为人代笔 vi.替人代笔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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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7 goal 2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228 goals 1 ['ɡəʊlz] n.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.

229 go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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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government 3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231 grandma 1 ['grændmɑ:] n.奶奶；外婆

232 gree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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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ground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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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guests 1 [ɡest] n. 客人；宾客；特别来宾；[动植物]寄生生物 v. 做特邀嘉宾；做特约演员；客串；招待；做客

235 guy 1 [gai] n.男人，家伙 vt.嘲弄，取笑 vi.逃跑 n.(Guy)人名；(西)吉；(法)居伊；(英)盖伊

236 half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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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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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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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39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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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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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hav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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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3 having 2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2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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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heading 1 ['hediŋ] n.标题；（足球）头球；信头 v.用头顶（head的ing形式） n.(Heading)人名；(英)黑丁

246 heat 1 [hi:t] n.高温；压力；热度；热烈 vt.使激动；把…加热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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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Heights 2 n.高度（电影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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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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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highlights 1 ['haɪlaɪts] n. 要闻；最亮区 名词highlight的复数形式.

2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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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53 his 3 [hiz, 弱iz] pron.他的 n.(His)人名；(法)伊斯

254 history 3 ['histəri] n.历史，历史学；历史记录；来历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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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6 hits 1 [hɪts] n. [计]采样数 名词hit的复数形式.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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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259 hopes 1 英 [həʊps] 美 [hoʊps] n.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.

260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61 hurdling 1 ['hə:dliŋ] n.跳栏赛跑 v.跨栏（hurdle的现在分词）

262 hurtles 1 英 ['hɜ tːl] 美 ['hɜ rːtl] v. 猛冲；猛投；猛烈碰撞 n. 碰撞；猛冲

263 hydropower 1 n.水力发出的电力；水力发电

264 Iberian 1 [ai'biəriən] n.伊比利亚人；伊比利亚语 adj.伊比利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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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5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66 ignited 1 [ɪɡ'naɪt] vi. 着火；燃烧 vt. 点燃；使 ... 燃烧；引发

267 in 2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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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268 inaudible 3 [in'ɔ:dəbl] adj.听不见的；不可闻的

269 independent 1 [,indi'pendənt] adj.独立的；单独的；无党派的；不受约束的 n.独立自主者；无党派者

270 individuals 1 [ɪndɪ'vɪdʒuəlz] 个人

271 innovation 1 [,inəu'veiʃən] n.创新，革新；新方法

272 instead 2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273 interviewed 1 英 ['ɪntəvju ]ː 美 ['ɪntərvju ]ː n. 面谈；会见；面试；接见 vt. 接见；采访；对 ... 进行面试 vi. 面试；采访

274 int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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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is 23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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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issues 1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278 it 3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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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iterating 1 [ɪtə'reɪtɪŋ] 重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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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282 Jeanne 2 [dʒi:n] n.珍妮（女子名，等于Joanna）

283 job 1 [dʒɔb] n.工作；职业 vt.承包；代客买卖 vi.做零工 n.(Job)人名；(英)乔布；(法、葡)若布；(?-1605)约伯〈俄〉俄罗斯正教会
莫斯科牧首。；(德、塞、捷、荷、意)约布

284 junk 1 [dʒʌŋk] n.垃圾，废物；舢板 n.(Junk)人名；(德、捷)容克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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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6 keeping 2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
287 Kennedy 1 ['kenidi] n.肯尼迪（姓氏，美国第35任总统）

288 knees 1 [niː ] n. 膝盖；膝关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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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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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landing 1 ['lændiŋ] n.登陆；码头；楼梯平台 v.登陆（land的ing形式） n.(Landing)人名；(冈、瑞典、塞内)兰丁

2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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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laughter 1 ['lɑ:ftə, 'læf-] n.笑；笑声

294 launch 3 [lɔ:ntʃ, lɑ:ntʃ] vt.发射（导弹、火箭等）；发起，发动；使…下水 vi.开始；下水；起飞 n.发射；发行，投放市场；下
水；汽艇

295 launched 2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296 launches 2 [lɔː ntʃ] v. 发起；推出（新产品）；发射；使(船)下水 n. 发射；产品推介

297 launching 1 ['lɔ:ntʃiŋ, 'lɑ:n] n.发射；下水；创设 v.发射；发动；开始从事（launch的ing形式）

2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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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9 led 1 [led] v.领导；通向；指引（lead的过去分词）

3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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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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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302 light 1 n.光；光线；灯；打火机；领悟；浅色；天窗 adj.轻的；浅色的；明亮的；轻松的；容易的；清淡的 vi.点着；变亮；着
火 vt.照亮；点燃；着火 adv.轻地；清楚地；轻便地 n.(Light)人名；(英)莱特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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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likely 1 ['laikli] adj.很可能的；合适的；有希望的 adv.很可能；或许

305 listen 1 ['lisən] vi.听，倾听；听从，听信 n.听，倾听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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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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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7 livestock 1 ['laivstɔk] n.牲畜；家畜

3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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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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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looks 1 [lʊks] n. 外貌(恒用复数)

3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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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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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lo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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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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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5 maintenance 1 ['meintənəns] n.维护，维修；保持；生活费用

316 make 3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317 mal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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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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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march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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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Mars 3 [mɑ:z] n.战神；[天]火星

321 matter 1 n.物质；事件 vi.有关系；要紧 n.(Matter)人名；(英、法)马特；(西)马特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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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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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4 m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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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meme 1 大脑模仿病毒；文化基因；弥母；表情包

326 million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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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minute 2 [ˈmɪnɪt] n.分，分钟；片刻，一会儿；备忘录，笔记；会议记录 vt.将…记录下来 adj.微小的，详细的[maɪˈnjuːt;US-
ˈnuːt;maɪˋnut]

328 mixed 1 [mikst] adj.混合的；形形色色的；弄糊涂的 v.混合；弄混（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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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month 2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331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332 moon 5 [mu:n] n.月亮；月球；月光；卫星 vi.闲荡；出神 vt.虚度 n.(Moon)人名；(瑞典)莫恩；(柬)蒙；(英)穆恩；(缅)孟

333 moos 7 [mu ]ː v. 牛哞哞叫 n. 牛鸣声

334 mor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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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5 mos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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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6 muc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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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7 muddy 1 ['mʌdi] adj.泥泞的；模糊的；混乱的 vt.使污浊；使沾上泥；把…弄糊涂 vi.变得泥泞；沾满烂泥

338 musk 5 [mʌsk] n.麝香；麝香鹿；麝香香味

339 my 2 [mai;弱mi] pron.我的 int.哎呀（表示惊奇等）；喔唷 n.(My)人名；(越)美；(老、柬)米

340 nasa 2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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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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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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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5 neighboring 1 ['neibəriŋ] adj.邻近的；附近的（等于neighbouring） v.与…为邻；位于附近（neighbor的ing形式）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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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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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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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349 nod 1 [nɔd] n.点头；打盹；摆动 vt.点头；点头表示 vi.点头；打盹；摆动

350 normal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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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normally 1 ['nɔ:məli] adv.正常地；通常地，一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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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now 9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354 object 2 ['ɔbdʒikt, -dʒekt, əb'dʒekt] n.目标；物体；客体；宾语 vt.提出…作为反对的理由 vi.反对；拒绝

355 objects 1 ['ɒbjekts] n. 目标；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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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of 44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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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9 offer 1 [ˈɒfə] vt.提供；出价；试图 n.提议；出价；意图；录取通知书 vi.提议；出现；献祭；求婚

360 office 1 ['ɔfis, 'ɔ:-] n.办公室；政府机关；官职；营业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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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Ohio 1 [əu'haiəu] n.俄亥俄州（美国一个州）

363 old 2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
364 On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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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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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6 on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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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onlookers 1 ['ɒnlʊkəz] 围观群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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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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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orbit 2 ['ɔ:bit] n.轨道；眼眶；势力范围；生活常规 vi.盘旋；绕轨道运行 vt.绕…轨道而行

371 orbital 2 ['ɔ:bitəl] adj.轨道的；眼窝的

372 ordered 1 ['ɔ:dəd] adj.[数]有序的；整齐的；安排好的 v.命令；点餐（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73 organizations 1 [ˌɔː ɡənaɪ'zeɪʃnz] n. 组织机构（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）

374 other 2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375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376 our 4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377 out 7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378 outer 1 ['autə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远离中心的 n.环外命中

379 over 7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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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0 pad 1 [[pæd] n.衬垫；护具；便笺簿；填补 vi.步行；放轻脚步走 vt.填补；走 n.(Pad)人名；(英)帕德(男子教名Patrick的昵称)

381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382 painted 1 ['peintid] adj.描画的；着色的；刷上油漆的 v.油漆（pai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Painted)人名；(瑞典)帕因特德

383 part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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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4 partially 1 ['pa:ʃəli] adv.部分地；偏袒地

385 party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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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3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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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pause 1 [pɔ:z] n.暂停；间歇 vi.暂停，停顿，中止；踌躇 n.(Pause)人名；(德)保泽

388 pay 1 vt.支付，付；偿还，补偿；给予 vi.付款；偿还 n.工资，薪水；付款；报答 adj.收费的；需付费的

389 peeking 1 [piː k] v. 偷看；窥视 n. 偷看；窥见

390 peninsula 1 [pi'ninsjulə] n.半岛

391 people 8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392 period 1 ['pɪərɪəd] n.周期，期间；时期；月经；课时；（语法学）句点，句号 adj.某一时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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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3 pH 1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
394 phone 1 [fəun] n.电话；耳机，听筒 vt.打电话 vi.打电话 n.(Phone)人名；(老、缅)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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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plan 1 [plæn] n.计划；平面图 vt.计划；设计；打算 vi.计划；打算 n.(Plan)人名；(瑞典)普兰；(法)普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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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plenty 1 ['plenti] n.丰富，大量；充足 adj.足够的，很多的 adv.足够 n.(Plenty)人名；(英)普伦蒂

399 plus 1 [plʌs] n.正号，加号；好处；附加额 adj.正的；附加的 prep.加，加上 n.(Plus)人名；(德)普卢斯

4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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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1 Portugal 4 ['pɔ:tjugəl] n.葡萄牙（欧洲西南部国家）

402 possible 1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403 precipitation 1 n.[化学]沉淀，[化学]沉淀物；降水；冰雹；坠落；鲁莽

404 prevailing 1 [pri'veiliŋ, pri:-] adj.流行的；一般的，最普通的；占优势的；盛行很广的 v.盛行，流行（prevail的现在分词形式）；
获胜

405 private 1 adj.私人的，私有的；私立的；私营的 adj.私下的，不公开的，秘密的 adj.（场所）清静的；（人）不愿吐露心思
的，内向的 adj.无官职的 n.列兵；二等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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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7 production 1 [prəu'dʌkʃən] n.成果；产品；生产；作品

408 program 3 ['prəugræm, -grəm] n.程序；计划；大纲 vt.用程序指令；为…制订计划；为…安排节目 vi.编程序；安排节目；设计电脑
程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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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put 1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411 qb 1 [k'juːb'iː ] n. 速断(高速断路器)

412 qr 4 abbr.四分之一；一刻钟；季度

413 quantity 1 ['kwɔntəti] n.量，数量；大量；总量

414 quarter 1 ['kwɔ:tə] n.四分之一；地区；季度；一刻钟；两角五分；节 vi.住宿；驻扎 vt.将…四等分；供某人住宿 num.四分之一

4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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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6 quite 1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417 rachel 1 ['reitʃəl] n.雷切尔（女子名）

418 raining 2 ['reɪnɪŋ] adj. 下雨的 动词rain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19 ram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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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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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really 2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422 recede 1 vi.后退；减弱 vt.撤回

4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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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24 record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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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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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6 recycle 1 [,ri:'saikl] vt.使再循环；使…重新利用 vi.重复利用 n.再生；再循环；重复利用

427 refill 1 [,ri:'fil] vi.被再注满 vt.再装满；再充满 n.替换物；再注满

428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429 relying 1 [rɪ'laɪ] vi. 依靠；信任

430 report 1 [ri'pɔ:t] n.报告；报道；成绩单 vt.报告；报导；使报到 vi.报告；报到；写报导 n.(Report)人名；(匈)雷波特

431 request 1 [ri'kwest] n.请求；需要 vt.要求，请求

432 researcher 2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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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reserves 2 [rɪ'zɜːvz] n. 储量 名词reserve的复数形式.

435 reservoir 1 ['rezəvwɑ:] n.水库；蓄水池

436 reservoirs 1 ['rezəvwɑːz] n. 储集层；储存器；水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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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7 residents 1 ['rezɪdənts] 居民

438 response 2 [ri'spɔns] n.响应；反应；回答

439 reusable 3 [ri:'ju:zəbl] adj.可以再度使用的，可重复使用的

440 revealed 1 [ri'vi:ld] v.透露（reveal的过去式）；显示

441 review 1 [ri'vju:] n.回顾；复习；评论；检讨；检阅 vt.回顾；检查；复审 vi.回顾；复习功课；写评论

442 right 2 [rait] adj.正确的；直接的；右方的 vi.复正；恢复平稳 n.正确；右边；正义 adv.正确地；恰当地；彻底地 vt.纠正 n.(Right)
人名；(英)赖特

443 river 2 ['rivə] n.河，江 n.(River)人名；(英)里弗

444 rocket 8 ['rɔkit] vi.飞驰，飞快地移动；迅速增加 n.火箭 vt.用火箭运载

445 rockets 1 英 ['rɒkɪt] 美 ['rɑːkɪt] n. 火箭；芝麻菜；紫花南芥 v. 猛涨；飞快地移动

446 rogue 1 [rəug] n.流氓；小淘气；凶猛的离群兽；（尤指植物的）劣种 vi.游手好闲；去劣；流浪 vt.欺诈；去劣 adj.（野兽）凶猛
的 n.(Rogue)人名；(法)罗格

447 roofs 2 屋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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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9 ruined 1 ['ruind, 'ru:-] adj.毁灭的；荒废的 v.毁灭（ruin的变形）

4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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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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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2 Saturn 1 ['sætən] n.[天]土星；农业之神（罗马神话中的一个形象）

4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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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4 saved 1 ['seɪvd] adj. 保存了的；获救的 v. 救；节省；保存（动词s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455 saw 1 vt.看见；明白，了解；锯；锯成；锯开 vi.锯；用锯；将某物锯成小块 n.锯子；谚语 v.see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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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7 says 5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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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9 scanned 1 [skænd] adj. 扫描的 动词sc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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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1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
462 scoring 1 ['skɔ:riŋ] n.得分；刻痕；总谱 adj.得分的 v.得分（score的ing形式）；刻痕；记下

463 screen 10 [skri:n] n.屏，幕；屏风 vt.筛；拍摄；放映；掩蔽 vi.拍电影 n.(Screen)人名；(英)斯克林

464 screensaver 1 [skrɪn'seɪvə] n. 电脑屏保

465 season 2 ['si:zən] n.时期；季节；赛季 vt.给…调味；使适应 vi.变得成熟；变干燥

4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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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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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8 see 3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469 seems 1 [siː mz]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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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1 self 2 [self] n.自己，自我；本质；私心 adj.同一的 vt.使自花授精；使近亲繁殖 vi.自花授精 n.(Self)人名；(英)塞尔夫

472 series 1 ['siəri:z, -riz] n.系列，连续；[电]串联；级数；丛书

473 servers 1 ['sɜ rːvərs] n. 【计】服务器；佣人，服务员 名词server的复数形式.

4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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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5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476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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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8 shoulder 2 ['ʃəuldə] n.肩，肩膀；肩部 vt.肩负，承担 vi.用肩推挤，用肩顶

479 shouting 1 ['ʃəutiŋ] n.大喊大叫 vi.大喊大叫（shout的现在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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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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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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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2 side 1 [said] n.方面；侧面；旁边 vi.支持；赞助；偏袒 adj.旁的，侧的 vt.同意，支持 n.(Side)人名；(英)赛德

483 significant 1 [sig'nifikənt] adj.重大的；有效的；有意义的；值得注意的；意味深长的 n.象征；有意义的事物

484 signing 1 ['sainiŋ] n.签署；签字 v.签字；写下；示意（sign的ing形式）

4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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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6 smack 1 [smæk] n.滋味；少量；海洛因；风味 vt.掴；用掌击 vi.用掌击；带有…风味 adv.猛然；直接地

487 so 5 ['səu, 弱 sə] adv.如此，这么；确是如此 conj.所以；因此 pron.这样 n.(So)人名；(柬)索

4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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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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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sometimes 1 ['sʌmtaimz] adv.有时，间或

491 south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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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2 space 10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493 spacecraft 3 ['speiskrɑ:ft, -kræft] n.[航]宇宙飞船，航天器

494 spaceport 1 英 ['speɪspɔː t] 美 ['speɪsˌpɔː t] n. 太空中心(空间站；火箭；导弹和卫星的试验发射中心)

495 spacex 10 n.太空探索技术公司（美国的太空运输公司）

496 Spain 3 [spein] n.西班牙

497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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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9 stacked 1 [stækt] adj.妖艳的；（女人）身材丰满匀称的 v.堆放（stack的过去分词）

500 stag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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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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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2 starship 6 英 ['stɑ ʃːɪp] 美 ['stɑ rːʃɪp] n. 星际飞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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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4 States 1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5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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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6 storms 1 英 [stɔː m] 美 [stɔː rm] n. 暴风雨 v. 起风暴；猛攻；暴怒；捣毁

507 struggling 1 ['strʌgliŋ] adj.奋斗的；努力的；苦斗的 v.努力；斗争；竞争（struggle的ing形式）

508 studies 1 ['stʌdɪz]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

5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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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0 suggests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511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5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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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3 supposed 1 [sə'pəuzd] adj.假定的；被信以为真的；想象上的 v.假定（suppose的过去分词）

514 sustaining 2 [sə'steiniŋ] adj.持续的；支持的 v.维持（sustain的现在分词）；支持；承受

515 swallowed 1 英 ['swɒləʊ] 美 ['swɑ lːoʊ] n. 燕子；吞咽；一次吞咽的量 v. 忍受；吞下；咽下；轻信；不流露感情；收回

516 sweet 1 [[swi:t] adj.甜的；悦耳的；芳香的；亲切的 n.糖果；乐趣；芳香；宝贝 （俚）酷毙了 n.(Sweet)人名；(英)斯威特

517 systems 1 [sistəms] n.系统（system的复数形式）；体制，体系；制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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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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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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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21 talking 1 ['tɔ:kiŋ] adj.说话的，多嘴的；有表情的 n.讲话，谈论 v.谈论；讲话（talk的ing形式） n.(Talking)人名；(英)托金

522 tall 1 [tɔ:l] adj.高的；长的；过分的；夸大的 adv.夸大地 n.(Tall)人名；(马里、阿拉伯)塔勒；(芬、罗、瑞典)塔尔；(英)托尔；
(土)塔勒

523 temporarily 1 ['tempərərili, ,tempə'rεə-] adv.临时地，临时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524 test 2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525 texas 4 ['teksəs] n.德克萨斯州（美国州名）

526 th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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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7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5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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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9 the 91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530 their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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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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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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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theory 1 ['θiəri, 'θi:ə-] n.理论；原理；学说；推测

534 there 7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35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36 they 9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537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538 this 2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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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9 thorough 1 ['θʌrə, 'θə:rəu] adj.彻底的；十分的；周密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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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1 though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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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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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three 1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544 throttling 1 ['θrɔtliŋ] n.节气，节流；油门调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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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6 throughout 1 [θru:'aut] adv.自始至终，到处；全部 prep.贯穿，遍及

547 thrust 1 n.[力]推力；刺 vt.插；插入；推挤 vi.插入；向某人刺去；猛然或用力推

548 tim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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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9 times 1 [taimz] prep.乘以 v.使…相乘（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 n.时代（time的复数）；[数]次数

550 to 4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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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ns 1 [tʌnz] ad. [口]极其；非常

553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554 touchdown 1 ['tʌtʃdaun] n.着陆，降落；触地；触地得分

555 toward 1 [英 [tɔ:d, təʊrd, tə̍ wɔ:d] 美 [tɔrd, tord, təˈwɔrd]] prep.向；对于；为了；接近 adj.即将来到的，进行中的 n.(Toward)人名；
(英)特沃德

556 trading 1 ['treidiŋ] n.交易；贸易；购物 adj.交易的；贸易的 v.交换（trade的ing形式）；做买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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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8 translated 1 [træns'leɪt] v. 翻译；解释；转移；调动

559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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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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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2 tweeted 1 [twiː t] n. 小鸟的啁啾声；(社交网站Twitter上的)微博 v. 小鸟鸣叫；在Twitter上发微博

563 twice 1 [twais] adv.两次；两倍

564 two 2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565 ultimately 1 ['ʌltimətli] adv.最后；根本；基本上

566 unidentified 5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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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8 unusual 1 [,ʌn'ju:ʒuəl] adj.不寻常的；与众不同的；不平常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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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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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0 update 1 [ʌp'deit, 'ʌpdeit] vt.更新；校正，修正；使现代化 n.更新；现代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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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2 us 2 pron.我们

573 u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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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4 ve 3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75 vehicle 4 ['viː ɪk(ə)l] n.[车辆]车辆；工具；交通工具；运载工具；传播媒介；媒介物

576 ver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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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7 video 6 ['vidiəu] n.[电子]视频；录像，录像机；电视 adj.视频的；录像的；电视的 v.录制

578 viewed 1 [vjuːd] adj. 检查过的 动词vie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579 viewership 1 ['vju:əʃip] n.电视观众的总称

580 village 3 ['vilidʒ] n.村庄；村民；（动物的）群落

581 visitors 1 ['vɪzɪtəz] n. 游客 名词visitor的复数形式.

582 volume 1 ['vɔlju:m] n.量；体积；卷；音量；大量；册 adj.大量的 vi.成团卷起 vt.把…收集成卷

583 Waldo 1 ['wɔ:ldəu; 'wɔl-] n.沃尔多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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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5 wall 1 [wɔ:l] n.墙壁，围墙；似墙之物 vt.用墙围住，围以墙 adj.墙壁的 n.(Wall)人名；(英)沃尔；(德、芬、捷、瑞典)瓦尔

586 wa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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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7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88 watched 2 英 [wɒtʃ] 美 [wɑ tːʃ] v. 注视；看守；观看 n. 手表；监视；看守；值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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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0 water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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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1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592 wave 1 [weiv] vi.波动；起伏；挥手示意；摇动；呈波形 vt.卷（烫）发；向…挥手示意；使成波浪形 n.波动；波浪；高潮；挥手
示意；卷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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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4 we 5 [wi:弱 wi] pron.我们（主格）；笔者，本人（作者或演讲人使用）；朕，寡人 n.(We)人名；(缅)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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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6 we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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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7 were 6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598 west 1 [west] n.西；西方；西部 adj.西方的；朝西的 adv.在西方；向西方；自西方 n.(We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芬、瑞典)韦斯特

599 wha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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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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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1 where 6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602 which 2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603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604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605 why 2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606 wide 1 [waid] adj.广泛的；宽的，广阔的；张大的；远离目标的 adv.广泛地；广阔地；充分地 n.大千世界 n.(Wide)人名；(瑞典、
芬)维德

607 wildlife 1 ['waildlaif] n.野生动植物 adj.野生动植物的

608 wi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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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9 winters 1 n.温特斯（加利福尼亚州城市）；温特斯（美国警察剧系列）

610 with 5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6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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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2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13 wooden 1 ['wudən] adj.木制的；僵硬的，呆板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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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4 wor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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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5 world 2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616 worried 1 ['wʌrid, 'wə:rid] adj.担心的

617 worrying 2 ['wʌriiŋ, -'wə:-] adj.令人担心的；烦恼的 v.担心（worry的ing形式）

618 worst 2 [wə:st, 'wə:st] adj.最差的，最坏的；最不利的；效能最低的 n.最坏；最坏的时候 adv.最坏地；最不利地 n.(Worst)人名；
(英、德)沃斯特

619 year 5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620 years 5 ['jɜːz] n. 很久；年，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.

621 York 1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622 you 9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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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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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5 zipped 1 [zipt] adj.用拉链扣上的 v.拉链（zip的过去式）；发嘘嘘声；使…增加热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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