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3-01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92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5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and 4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4 to 45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(普
通话·威妥玛)

5 in 32 [in] prep.按照（表示方式）；从事于；在…之内 adv.进入；当选；（服装等）时髦；在屋里 adj.在里面的；时髦的 n.执政
者；门路；知情者 n.(In)人名；(中)演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殷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因；(日)寅(名)

6 is 25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7 for 19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8 president 19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9 it 18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性
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.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，表示天气、时日、距离、状态、温度等等 abbr.信息技术
informationtechnology

10 bush 17 [buʃ] n.灌木；矮树丛 vt.以灌木装饰；使…精疲力竭 vi.丛生；浓密地生长 adj.如灌木般长得低矮的；粗野的

11 that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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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this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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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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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Russia 12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15 as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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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former 11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17 On 11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着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18 we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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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you 1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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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not 10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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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ford 9 n.浅滩；Ford：福特汽车公司 vi.涉水而过 vt.涉过；徒涉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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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was 9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26 at 8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挝货币基本单位att）；[化]砹（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） abbr.密封的（airtight）；气温（airtemperature）

27 but 8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
28 country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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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from 8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30 Obama 8 n. 巴拉克- 奥巴马(1961-)；美国第44任总统(2009-)

31 Reagan 8 ['reigən] n.里根（姓氏）

32 bolla 7 博拉

33 by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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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end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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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one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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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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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state 7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38 union 7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39 all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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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an 6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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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begin 6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
42 Clinton 6 n.克林顿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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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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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h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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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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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lik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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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Nixon 6 ['niksn] n.尼克松（美国第37任总统）

49 swift 6 n.褐雨燕 adj.快的；迅速的；敏捷的；立刻的 adv.迅速地 n.(Swift)人名；(英)斯威夫特 n.苹果公司开创的新款编程语言，
应用于iOS8及以上的应用程序

50 videotape 6 ['vidiəuteip] n.录像带 vt.将…录到录像带上

51 growing 5 ['grəuiŋ] adj.发展的；成长的 v.生长（grow的ing形式）

52 Kennedy 5 ['kenidi] n.肯尼迪（姓氏，美国第35任总统）

53 Miles 5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54 mom 5 [mɔm] n.妈妈 n.(Mom)人名；(柬)蒙

55 sanctions 5 ['sæŋkʃnz] n. 制裁 名词sanction的复数形式.

56 speech 5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
57 their 5 [ðεə, 弱ðər] pron.他们的，她们的；它们的 n.(Their)人名；(英)蒂尔；(芬、瑞典)泰尔

58 there 5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59 up 5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
60 video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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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wast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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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will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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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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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 after 4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
65 biden 4 n. 拜登(姓氏)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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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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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fact 4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69 give 4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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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India 4 ['indiə] n.印度（南亚国家）

72 international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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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its 4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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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no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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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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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our 4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78 out 4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79 over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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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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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1 plastic 4 ['plæstik,'plɑ:s-] adj.塑料的；（外科）造型的；可塑的 n.塑料制品；整形；可塑体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82 plates 4 [pleɪts] n. 盘子；板材 名词plate的复数形式.

83 products 4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84 says 4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85 stout 4 [staut] adj.结实的；矮胖的；勇敢的；激烈的 n.矮胖子；烈性啤酒 n.(Stout)人名；(英)斯托特

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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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7 tim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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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8 Truman 4 ['tru:mən] n.杜鲁门（男子名）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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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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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92 world 4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93 your 4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94 ab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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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address 3 vt.演说；从事；忙于；写姓名地址；向…致辞；与…说话；提出；处理 n.地址；演讲；致辞；说话的技巧；称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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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98 been 3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99 carter 3 ['kɑ:tə] n.运货马车夫，驾驶货车的人

100 congress 3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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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disposable 3 [dis'pəuzəbl] adj.可任意处理的；可自由使用的；用完即可丢弃的

103 economy 3 [i'kɔnəmi] n.经济；节约；理财 n.(Economy)人名；(英)伊科诺米

1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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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5 financial 3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1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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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Harris 3 ['hæris] n.哈里斯（英国苏格兰一地区）；哈里斯（姓氏）

108 how 3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09 if 3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110 industries 3 ['ɪndəstri] n. 工业；产业；行业；勤勉；勤劳

111 institutions 3 [ɪnstɪt'ju ʃːnz] n. 体系 名词institution的复数.

112 invasion 3 [in'veiʒən] n.入侵，侵略；侵袭；侵犯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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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mal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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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march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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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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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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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my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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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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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par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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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part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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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122 person 3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
123 re 3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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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response 3 [ri'spɔns] n.响应；反应；回答

125 ruble 3 ['ru:bl] n.卢布（货币单位，等于rouble） n.(Ruble)人名；(英)鲁布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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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s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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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society 3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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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such 3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131 they 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32 too 3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133 Ukraine 3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134 unidentified 3 adj.未经确认的；未辨别出的，身份不明的

135 us 3 pron.我们

136 vision 3 n.视力；美景；眼力；幻象；想象力；幻视（漫威漫画旗下超级英雄） vt.想象；显现；梦见

137 voice 3 [vɔis] n.声音；嗓音；发言权；愿望 vt.表达；吐露

138 year 3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139 abroad 2 [ə'brɔ:d] adv.在国外；到海外 adj.往国外的 n.海外；异国

1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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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also 2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142 alternative 2 [ɔ:l'tə:nətiv] adj.供选择的；选择性的；交替的 n.二中择一；供替代的选择

143 americans 2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44 anything 2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145 aren 2 阿伦

146 bless 2 [bles] vt.祝福；保佑；赞美 n.(Bless)人名；(英、意、德、匈)布莱斯

147 blind 2 [blaind] adj.盲目的；瞎的 adv.盲目地；看不见地 n.掩饰，借口；百叶窗 vt.使失明；使失去理智 n.(Blind)人名；(法)布
兰；(德、瑞典)布林德

148 bowls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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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49 business 2 ['biznis] n.商业；[贸易]生意；[贸易]交易；事情

150 Carl 2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151 cents 2 [sents] n. 分，一分钱的硬币( cent的名词复数 )

152 companies 2 [kɒmpænɪs] n. 公司；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.

153 company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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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4 considered 2 [kən'sidəd] adj.经过深思熟虑的；被尊重的

155 constitution 2 n.宪法；体制；章程；构造；建立，组成；体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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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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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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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court 2 [kɔ:t] n.法院；球场；朝廷；奉承 vt.招致（失败、危险等）；向…献殷勤；设法获得 vi.求爱 n.(Court)人名；(英)考特；
(法)库尔

160 currency 2 ['kərənsi] n.货币；通货

161 currently 2 ['kʌrəntli] adv.当前；一般地

162 different 2 ['difərənt] adj.不同的；个别的，与众不同的

163 disabilities 2 [ˌdɪsə'bɪləti] n. 无力；无能；残疾；不利条件

164 distinguished 2 [dis'tiŋgwiʃt] adj.著名的；卓著的；高贵的 v.区别（distinguish的过去式）

165 economic 2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166 employ 2 [im'plɔi] vt.使用，采用；雇用；使忙于，使从事于 n.使用；雇用

167 environment 2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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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8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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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example 2 [ig'zɑ:mpl] n.例子；榜样 vt.作为…的例子；为…做出榜样 vi.举例

171 expulsion 2 [ik'spʌlʃən] n.驱逐；开除

172 family 2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1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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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founded 2 [faʊnd] v. 建立；创立；创办；熔铸；找到，发现（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75 fron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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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George 2 [dʒɔ:dʒ] n.乔治（男子名）；自动操纵装置；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

177 gives 2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178 god 2 [gɔd] n.神；（大写首字母时）上帝 vt.膜拜，崇拜 n.(God)人名；(索、阿拉伯)古德

179 go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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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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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1 heard 2 [hə:d] v.听到（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闻知 n.(Heard)人名；(英)赫德

1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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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Indian 2 ['indiən] adj.印度的；印第安人的；印第安语的 n.印度人；印第安人；印第安语

184 int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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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job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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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6 kin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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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la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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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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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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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Members 2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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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mind 2 [maind] n.理智，精神；意见；智力；记忆力 vt.介意；专心于；照料 vi.介意；注意

193 Monday 2 ['mʌndi] n.星期一

194 more 2 [mɔ:] adv.更多；此外；更大程度地 adj.更多的；附加的 pron.更多的数量 n.更多 n.(More)人名；(英、法)莫尔；(意、西、
以)莫雷

195 nation 2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196 new 2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197 news 2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1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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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official 2 adj.官方的；正式的；公务的 n.官员；公务员；高级职员

2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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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1 ourselves 2 [,auə'selvz, ,ɑ:-] pron.我们自己；我们亲自

2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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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pH 2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
204 political 2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205 poor 2 [puə, pɔ:] adj.贫穷的；可怜的；贫乏的；卑鄙的 n.(Poor)人名；(英、伊朗)普尔

206 possible 2 ['pɔsəbl] adj.可能的；合理的；合适的 n.可能性；合适的人；可能的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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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put 2 [put] vt.放；表达；移动；安置；赋予 vi.出发；击；航行；发芽 n.掷；笨蛋；投击；怪人 adj.固定不动的 n.(Put)人名；
(泰、缅)布

209 quote 2 [kwəut, kəut] vt.报价；引述；举证 vi.报价；引用；引证 n.引用

210 reporter 2 [ri'pɔ:tə] n.记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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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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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2 shall 2 [ʃæl, 弱ʃəl, ʃl, ʃə, ʃ] aux.应；会；将；必须

213 sight 2 [sait] n.视力；景象；眼界；见解 vt.看见；瞄准 vi.瞄准；观看 adj.见票即付的；即席的

214 sma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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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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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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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7 supreme 2 [sju'pri:m, sə-] adj.最高的；至高的；最重要的 n.至高；霸权

2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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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thank 2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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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tonight 2 [tə'nait] adv.在今晚 n.今晚

222 trump 2 [trʌmp] n.王牌；法宝；喇叭 vt.胜过；打出王牌赢 vi.出王牌；吹喇叭 n.(Trump)人名；(英)特朗普

223 Tuesday 2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224 united 2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225 ve 2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2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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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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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worldwide 2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229 would 2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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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ability 1 [ə'biliti] n.能力，能耐；才能

232 accepted 1 [ək'septid] adj.公认的；录取的；可接受的；已承兑的 v.接受（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）

233 access 1 ['ækses, 'æksəs, æk'ses] vt.使用；存取；接近 n.进入；使用权；通路

2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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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achieving 1 [ə'tʃiː v] v. 完成；达到；实现

236 acknowledged 1 [ək'nɔlidʒd] adj.公认的；被普遍认可的 v.承认；确认（acknowled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答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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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action 1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239 affected 1 [ə'fektid] adj.受到影响的；做作的；假装的 vt.影响；假装；使…感动（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40 afterward 1 ['ɑ:ftəwəd, 'æf-] adv.以后，后来

241 aim 1 vt.目的在于；引导；把…对准 vi.打算；对准目标；瞄准 n.目的；目标；对准

242 Alexei 1 阿列克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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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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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5 American 1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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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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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angelo 1 ['ændʒiləu] n.安吉洛（男子名）

249 anna 1 ['ænə] n.安娜（女子名）

250 annexation 1 [,ænek'seiʃən] n.合并；附加物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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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apiece 1 [ə'pi:s] adv.每人；每个；各自地

253 appearing 1 [ə'piəriŋ] n.[印刷]版面高度 v.出现，显得（appear的ing形式）

254 April 1 ['eiprəl] n.四月

255 areca 1 ['ærikə, ,ə'ri:kə] n.槟榔；槟榔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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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article 1 ['ɑ:tikəl] n.文章；物品；条款；[语]冠词 vt.订约将…收为学徒或见习生；使…受协议条款的约束 vi.签订协议；进行控告

257 assets 1 ['æset] n. 资产；优点；有用的东西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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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59 atta 1 abbr.泰国旅行社协会（AssociationOfThaiTravelAgents） n.(Atta)人名；(英、科特、加纳、阿拉伯)阿塔

260 authorities 1 [ɔː 'θɒrɪtɪs] n. 当局；官方 名词authority的复数形式.

261 ban 1 [bæn] vt.禁止，取缔 n.禁令，禁忌 n.(Ban)人名；(日)蕃(名)；(缅、老、柬)班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万；(法)邦；(中)饼(广东
话·威妥玛)；(德、塞、罗、阿拉伯)巴恩；(英)班恩

262 banking 1 ['bæŋkiŋ] n.银行业；银行业务；银行家的职业；筑堤 v.把钱存入银行；做银行家；在…边筑堤（bank的现在分词）

263 Banks 1 [bæŋks] n.班克斯（姓氏）

264 Barack 1 n.贝拉克

265 barriers 1 ['bæriəz] 障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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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7 begun 1 [bi'gʌn] v.开始（begin的过去分词） n.(Begun)人名；(俄)别贡；(英)贝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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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Belarus 1 n.白罗斯（白罗斯共和国，欧洲国家）

2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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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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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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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birth 1 [bɑ:θ] n.出生；血统，出身；起源

274 bite 1 [bait] vt.咬；刺痛 n.咬；一口；咬伤；刺痛 vi.咬；刺痛 abbr.机内测试设备（Built-InTestEquipment） n.(Bite)人名；(匈)比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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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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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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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burden 1 ['bə:dən] n.负担；责任；船的载货量 vt.使负担；烦扰；装货于 n.(Burden)人名；(英)伯登

279 Byrd 1 [bə:d] n.伯德（姓氏）

280 call 1 [kɔ:l] vi.呼叫；拜访；叫牌 vt.呼叫；称呼；召集 n.电话；呼叫；要求；访问 n.(Call)人名；(瑞典、罗)卡尔；(英)考尔

281 called 1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282 camera 1 ['kæmərə] n.照相机；摄影机 n.(Camera)人名；(英、意、西)卡梅拉

283 cannot 1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
284 cardboard 1 ['kɑ:dbɔ:d] n.[纸]硬纸板；纸板箱；卡纸板 adj.不真实的；硬纸板制的

285 Carnegie 1 [ka:'negi] n.卡内基（姓氏）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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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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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challenged 1 ['tʃælindʒid] adj.受到挑战的

289 channel 1 vt.引导，开导；形成河道 n.通道；频道；沟渠；海峡

290 child 1 n.儿童，小孩，孩子；产物；子孙；幼稚的人；弟子 n.（英）蔡尔德（人名）

291 childhood 1 ['tʃaildhud] n.童年时期；幼年时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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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3 closed 1 [kləuzd] adj.关着的；不公开的 v.关；结束；接近（close的过去分词）

294 colorful 1 ['kʌləful] adj.华美的；有趣的；富有色彩的

2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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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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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7 communicate 1 vi.通讯，传达；相通；交流；感染 vt.传达；感染；显露

298 confidence 1 ['kɔnfidəns] n.信心；信任；秘密 adj.（美）诈骗的；骗得信任的

299 connects 1 [kə'nekt] v. 连接；接通；联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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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 consideration 1 [kən,sidə'reiʃən] n.考虑；原因；关心；报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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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core 1 [kɔ:] n.核心；要点；果心；[计]磁心 vt.挖...的核 n.(Core)人名；(英)科尔；(西、意)科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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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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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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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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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crime 1 [kraim] n.罪行，犯罪；罪恶；犯罪活动 vt.控告……违反纪律

308 Crimea 1 [krai'miə] n.克里米亚；克里米亚半岛

309 critics 1 [k'rɪtɪks] 评论家们

310 currencies 1 英 ['kʌrənsi] 美 ['kɜ rːənsi] n. 货币；流通

311 customers 1 ['kʌstəməz] n. 顾客；<口>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

312 dated 1 ['deitid] adj.陈旧的；过时的；有日期的 v.注有日期（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13 dealings 1 ['di:liŋz] n.交易；来往

314 dedication 1 n.奉献；献身；赠言

315 delivering 1 v.发表（deliver的ing形式）；投递

316 dema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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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demanded 1 英 [dɪ'mɑːnd] 美 [dɪ'mænd] n. 要求；需求 v. 要求；查问；需要

318 determination 1 n.决心；果断；测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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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dinar 1 ['di:nɑ:, di'nɑ:] n.第纳尔（伊拉克等国的货币单位） n.(Dinar)人名；(柬)迪娜(女名)，迪纳；(土、巴基、阿拉伯)迪纳尔

321 disability 1 [,disə'biləti] n.残疾；无能；无资格；不利条件

3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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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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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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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donald 1 ['dɔnəld] n.唐纳德（男子名）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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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7 dramatically 1 adv.戏剧地；引人注目地 adv.显著地，剧烈地

328 dr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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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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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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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Dwight 1 [dwait] n.德怀特（男子名）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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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easy 1 ['i:zi] adj.容易的；舒适的 adv.不费力地，从容地 vi.停止划桨 vt.发出停划命令

334 eco 1 ['i:kəu; 'ekəu] abbr.电子耦合振荡器（Electron-CoupledOscillator）；环境控制组织（EnvironmentalControlOrganization）；经济合
作组织（EconomicCooperationOrganization） n.(Eco)人名；(意)埃科

335 effect 1 [i'fekt] n.影响；效果；作用 vt.产生；达到目的

336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337 Eisenhower 1 ['aizən,hauə] n.艾森豪威尔（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）

338 election 1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
339 elections 1 n. 选举，选举制；投票（election的复数形式）

340 embarrassing 1 [im'bærəsiŋ] adj.使人尴尬的；令人为难的

341 employees 1 [ˌemplɔɪ'iː ] n. 受雇者；雇工；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.

342 employs 1 [ɪm'plɔɪ] v. 雇佣；使用

343 empower 1 [im'pauə] vt.授权，允许；使能够

344 enterprises 1 ['entəpraɪzɪz] n. 事业；企业 名词enterprise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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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5 enters 1 英 ['entə(r)] 美 ['entər] v. 进入 【计算机】送入

346 entrepreneurs 1 [ɒntrəprə'nɜːz] 企业家

347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348 euro 1 ['juərəu] n.欧元（欧盟的统一货币单位）

349 even 1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350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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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2 exact 1 adj.准确的，精密的；精确的 vt.要求；强求；急需 vi.勒索钱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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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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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5 expedient 1 [ik'spi:diənt] adj.权宜的；方便的；有利的 n.权宜之计；应急手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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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extraordinary 1 adj.非凡的；特别的；离奇的；特派的

358 extremely 1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359 eye 1 [ai] n.眼睛；视力；眼光；见解，观点 vt.注视，看 n.(Eye)人名；(德)艾厄；(英)艾

360 facebook 1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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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fallen 1 ['fɔ:lən] adj.堕落的；落下来的；陷落的 v.落下；跌倒（fall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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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far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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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366 fellow 1 ['feləu] n.家伙；朋友；同事；会员 adj.同伴的，同事的；同道的 vt.使…与另一个对等；使…与另一个匹敌 n.(Fellow)人
名；(英)费洛

367 field 1 ['fi:ld] n.领域；牧场；旷野；战场；运动场 vi.担任场外队员 adj.扫描场；田赛的；野生的 vt.把暴晒于场上；使上场 n.
(Fie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葡)菲尔德
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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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finance 1 [fai'næns] n.财政，财政学；金融 vt.负担经费，供给…经费 vi.筹措资金 n.(Finance)人名；(法)菲南斯

370 flow 1 [fləu] vi.流动，涌流；川流不息；飘扬 vt.淹没，溢过 n.流动；流量；涨潮，泛滥 n.(Flow)人名；(英)弗洛

371 foam 1 [fəum] n.泡沫；水沫；灭火泡沫 vi.起泡沫；吐白沫；起着泡沫流动 vt.使起泡沫；使成泡沫状物

372 followed 1 ['fɒləʊd] n. 跟随的；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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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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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formed 1 [fɔ:md] adj.成形的，成形 v.成形加工（form过去时形式）

376 founder 1 ['faundə] vi.失败；沉没；倒塌；变跛 vt.破坏；使摔倒；垮掉 n.创始人；建立者；翻沙工

377 frequent 1 ['fri:kwənt, fri'kwent] adj.频繁的；时常发生的；惯常的 vt.常到，常去；时常出入于

378 friendly 1 ['frendli] adj.友好的；亲切的；支持的；融洽的，和睦的 adv.友善地；温和地 n.(Friendly)人名；(英)弗兰德利

379 full 1 [ful] adj.完全的，完整的；满的，充满的；丰富的；完美的；丰满的；详尽的 adv.十分，非常；完全地；整整 vt.把衣服缝
得宽大 n.全部；完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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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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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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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gerald 1 ['dʒerəld] n.杰拉尔德（男子名，义为勇敢的战士）

384 German 1 ['dʒə:mən] adj.德国的；德语的，德国人的 n.德语；德国人

385 Germany 1 ['dʒə:məni] n.德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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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7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3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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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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9 giving 1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390 globally 1 adv.全球地；全局地；世界上

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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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2 gold 1 [gəuld] n.金，黄金；金色；金币 adj.金的，金制的；金色的 n.(Gold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西、罗、捷、瑞典)戈尔德

393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394 governor 1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
395 graduate 1 ['grædʒuət, -eit, 'grædjueit, -dʒu-] vt.授予…学位；分等级；标上刻度 vi.毕业；渐变 n.研究生；毕业生 adj.毕业的；研究生
的

396 great 1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397 guess 1 [ges] vt.猜测；认为；推测；猜中 vi.猜；推测；猜中 n.猜测；推测 n.(Guess)人名；(英)格斯；(德)居斯

3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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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handles 1 ['hændlz] n. 操纵；掌握 名词handl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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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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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2 harry 1 ['hæri] vt.折磨；掠夺；骚扰；使苦恼 n.(Harry)人名；(英)哈里，哈丽(女名)(教名Henry、Harriet的昵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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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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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5 held 1 v.握住（hold的过去分词）；举起,抬起；使升高；展示；提出(作为榜样)(后与as连用) n.(Hel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德；
(德、捷)黑尔德；(罗、匈、塞)海尔德

406 helm 1 [helm] n.舵；舵柄；领导地位；驾驶盘 vt.指挥；给...掌舵 n.(Helm)人名；(英、瑞典)赫尔姆；(法)埃尔姆；(德、匈、捷)
黑尔姆

407 help 1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408 hero 1 ['hiərəu] n.英雄；男主角，男主人公

4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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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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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4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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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hold 1 vt.持有；拥有；保存；拘留；约束或控制 vi.支持；有效；持续 n.控制；保留 n.(Hold)人名；(英、德、捷)霍尔德 又
作“Hold住”使用，中英混用词汇，表示轻松掌控全局。 [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]

4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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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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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hurt 1 [hə:t] vt.使受伤；损害；使疼痛；使痛心 vi.感到疼痛；有坏处；带来痛苦 n.痛苦；危害；痛苦的原因 adj.受伤的；痛苦
的；受损的 n.(Hurt)人名；(德、匈、捷)胡特；(英)赫特

416 hurting 1 adj.受伤害的；受损的 v.伤害；伤心；弄痛（hurt的ing形式）

417 Hyderabad 1 ['haidərəbɑ:d; -bæd] n.海得拉巴（印度南部一城市）；海德拉巴（巴基斯坦东南部一城市）

418 illiterate 1 [i'litərət] adj.文盲的；不识字的；没受教育的 n.文盲

419 imposing 1 [im'pəuziŋ] adj.（建筑物等）壮观的；威风的；（仪表）堂堂的；给人深刻印象的 v.impose的ing形式

420 impossible 1 [im'pɔsəbl] adj.不可能的；不可能存在的；难以忍受的；不真实的 n.不可能；不可能的事

421 inflation 1 [in'fleiʃən] n.膨胀；通货膨胀；夸张；自命不凡

422 information 1 n.信息，资料；知识；情报

423 Instagram 1 英 [ˌins'tægrəm] 美 [ˌɪns'tægrəm] n. 一款图片分享应用

424 interbank 1 英 [ɪntə'bæŋk] 美 [ˌɪntə'bæŋk] adj. 银行间的；同业的

425 interruption 1 [,intə'rʌpʃən] n.中断；干扰；中断之事

426 Iowa 1 ['aiəwə] n.爱荷华州（美国州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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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8 itself 1 [it'self] pron.它自己；它本身

429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430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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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1 john 1 [dʒɔn] n.厕所

432 joint 1 [dʒɔint] n.关节；接缝；接合处，接合点；（牛，羊等的腿）大块肉 adj.共同的；连接的；联合的，合办的 vt.连接，贴
合；接合；使有接头 vi.贴合；生节 n.(Joint)人名；(法)茹安

433 judge 1 [dʒʌdʒ] vt.判断；审判 n.法官；裁判员 vi.审判；判决 n.(Judge)人名；(英)贾奇

434 kavala 1 卡瓦拉

4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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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6 kicking 1 ['kikiŋ] n.踢腿；反撞 adj.活泼热烈的；激动人心的 v.踢；反冲；加速；活跃（kick的ing形式）

437 kids 1 [kɪd] n. 小孩；年轻人；小山羊；小山羊皮制品 vi. (山羊等)下崽；捉弄 vt. 开玩笑；哄骗；嘲弄 adj. 较年幼的

438 Kim 1 [kim] n.金姆（人名）

439 kin 1 [kin] n.亲戚；家族；同族 adj.同类的；有亲属关系的；性质类似的 n.(Kin)人名；(缅)庆；(朝)紧；(匈、柬、塞)金；(中)金
(普通话·威妥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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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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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Kristie 1 n. 克里斯蒂

443 kudrin 1 库德林

444 landfills 1 ['lændfɪl] n. 垃圾填埋地；垃圾填埋法 vt. 在垃圾填埋地上处理

4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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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6 Las 1 [læs] abbr.阿拉伯国家联盟（LeagueofArabStates）；大气科学实验室（LaboratoryofAtmosphericSciences）；光敏开关
（LightActivatedSwitch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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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8 laughing 1 ['lɑ:fiŋ, 'læf-] adj.可笑的；高兴的；带笑的 n.笑；笑声 v.笑（laugh的ing形式）

449 lay 1 vt.躺下；产卵；搁放；放置；铺放；涂，敷 adj.世俗的；外行的；没有经验的 n.位置；短诗；花纹方向；叙事诗；性伙伴
vi.下蛋；打赌 v.躺；位于（lie的过去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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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1 leaves 1 [li:vz] n.树叶；花瓣（leaf的复数） v.离开（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452 legs 1 ['leɡz] n.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.

4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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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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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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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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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7 lonely 1 ['ləunli] adj.寂寞的；偏僻的 n.孤独者

4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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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59 lose 1 [lu:z] vt.浪费；使沉溺于；使迷路；遗失；错过 vi.失败；受损失 n.(Lose)人名；(英)洛斯；(德)洛泽

4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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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1 love 1 [lʌv] n.恋爱；亲爱的；酷爱；喜爱的事物 vt.喜欢；热爱；爱慕 vi.爱 n.(Love)人名；(英)洛夫

462 lower 1 ['ləuə] vt.减弱，减少；放下，降下；贬低 vi.降低；减弱；跌落 adj.下游的；下级的；下等的 n.(Lower)人名；(英、意)洛
厄

463 Lu 1 abbr.手太阴肺经 n.(Lu)人名；(缅、柬)卢

4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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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5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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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7 manufacturing 1 [,mænju'fæktʃəriŋ] adj.制造的；制造业的 n.制造业；工业 v.制造；生产（manufacture的ing形式）

468 margins 1 ['mɑːdʒɪnz] n. 边际；[医]缘 名词margin的复数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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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0 materials 1 [mə'tɪərɪəlz] n. 原料；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.

471 matters 1 ['mætəz] n. 事情 名词matter的复数形式.

47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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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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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4 measures 1 ['meʒəz] n. 措施；度量；尺寸；[音]拍子；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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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5 medium 1 ['mi:diəm, -djəm] adj.中间的，中等的；半生熟的 n.方法；媒体；媒介；中间物

476 midterm 1 ['midtə:m] adj.期中的；中间的 n.期中考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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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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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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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0 minister 1 ['ministə] n.部长；大臣；牧师 vi.执行牧师职务；辅助或伺候某人

481 minut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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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482 mit 1 [mit] abbr.麻省理工学院（Massachu-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）；制造完整性试验（ManufacturingIntegrityTest）；主指令
带，主程序带，主控带（MasterInstructionTape） n.(Mit)人名；(柬)米；(泰)密

483 montage 1 [mɔn'tɑ:ʒ] n.蒙太奇（电影的基本结构手段和叙事方式）；混合画，拼集的照片

484 months 1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485 moral 1 ['mɔrəl, 'mɔ:-] adj.道德的；精神上的；品性端正的 n.道德；寓意 n.(Moral)人名；(德、法、西、葡、土)莫拉尔

486 Moscow 1 ['mɔskəu] n.莫斯科（俄罗斯首都）

4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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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8 mr 1 ['mistə(r)] abbr.先生（Mister）

4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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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myself 1 [mai'self] pron.我自己；我亲自；我的正常的健康状况和正常情绪

491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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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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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94 Nevada 1 [ni'vædə; -'vɑ:-] n.内华达（美国州名）

495 never 1 ['nevə] adv.从未；决不

496 newer 1 [n'juːər] adj. 较新的 形容词new的比较级.

497 nominee 1 [,nɔmi'ni:] n.被任命者；被提名的人；代名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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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9 notable 1 ['nəutəbl] adj.值得注意的，显著的；著名的 n.名人，显要人物

500 nothing 1 ['nʌθiŋ] neg.没什么；毫不 n.无；零；不关紧要之事 adv.毫不；决不 pron.无事；无物 int.什么也没有

501 number 1 ['nʌmbə] n.数；（杂志等的）期；号码；数字；算术 vi.计入；总数达到 vt.编号；计入；数…的数目；使为数有限

502 numerous 1 ['nju:mərəs] adj.许多的，很多的

503 oceans 1 ['əʊʃnz] n. 大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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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5 offspring 1 ['ɔfspriŋ, 'ɔ:-] n.后代，子孙；产物

506 Ohio 1 [əu'haiəu] n.俄亥俄州（美国一个州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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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8 online 1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509 opportunity 1 [,ɔpə'tju:niti] n.时机，机会

510 opposing 1 英 [ə'pəʊzɪŋ] 美 [ə'poʊzɪŋ] adj. 反作用的；反向的；相反的；对立的 动词oppose的现在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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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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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3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514 overcome 1 [,əuvə'kʌm] vt.克服；胜过 vi.克服；得胜

515 packaging 1 ['pækidʒiŋ] n.包装；包装业，包装风格 v.包装（package的ing形式）

516 pain 1 [pein] n.疼痛；努力 vt.使…痛苦；使…烦恼 vi.感到疼痛；引起疼痛 n.(Pain)人名；(意)帕因；(俄)派因；(法)潘；(英)佩因

517 pains 1 [peinz] n.[临床]疼痛；千辛万苦；悲叹（pain的复数形式） v.使痛苦（p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518 palm 1 [pɑ:m] n.手掌；棕榈树；掌状物 vt.将…藏于掌中 n.(Palm)人名；(英)帕姆；(瑞典)帕尔姆；(法、德、俄、捷、芬、挪)帕
尔姆

519 paper 1 ['peipə] n.纸；论文；文件；报纸 adj.纸做的 vt.用纸糊；用纸包装 vi.贴糊墙纸；发交通违章传票 n.(Paper)人名；(俄)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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佩尔

520 parents 1 ['peərənts] n. 父母；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.

521 passion 1 ['pæʃən] n.激情；热情；酷爱；盛怒

522 patience 1 ['peiʃəns] n.耐性，耐心；忍耐，容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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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4 photographer 1 [fə'tɔgrəfə] n.摄影师；照相师

525 physical 1 adj.[物]物理的；身体的；物质的；根据自然规律的，符合自然法则的 n.体格检查

526 pipe 1 [paip] n.管；烟斗；笛 vi.吹笛；尖叫 vt.用管道输送；尖声唱；用管乐器演奏 n.(Pipe)人名；(匈)皮佩；(英)派普

5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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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8 plastics 1 ['plæstiks] n.塑料；整形外科；外科修补术

529 plate 1 [pleit] n.碟；金属板；金属牌；感光底片 vt.电镀；给…装甲 n.(Plate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西、意、瑞典)普拉特

530 polio 1 ['pəuliəu] n.小儿麻痹症（等于poliomyelitis）；脊髓灰质炎

531 polluters 1 n.污染者，污染物质( polluter的名词复数 )

532 pollution 1 [pə:'lju:ʃən] n.污染 污染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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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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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5 presidents 1 [p'rezɪdənts] n. 总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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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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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8 prime 1 [praim] adj.主要的；最好的；基本的 adv.极好地 n.初期；青年；精华；全盛时期 vt.使准备好；填装 vi.作准备 n.(Prime)
人名；(英)普赖姆；(德)普里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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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0 produces 1 英 [prə'djuːs] 美 [prə'duːs] v. 生产；引起；提出；制片；分娩 n. 产品；农产品

541 profit 1 ['prɔfit] n.利润；利益 vi.获利；有益 vt.有益于 n.(Profit)人名；(法)普罗菲

542 proposed 1 英 [prəʊ'pəʊzd] 美 [prə'poʊzd] adj. 被提议的

543 proud 1 [praud] adj.自豪的；得意的；自负的 n.(Proud)人名；(英)普劳德

544 prove 1 [pru:v] vt.证明；检验；显示 vi.证明是

545 pun 1 [pʌn] vi.说双关语；说俏皮话 n.双关语；俏皮话 vt.捣实敲打 n.(Pun)人名；(柬)本；(泰)汶

5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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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7 rancho 1 ['rɑ:ntʃəu, 'ræn-] n.牧场上工人的棚屋；牧场 n.(Rancho)人名；(西)兰乔

548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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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0 recommend 1 [,rekə'mend] vt.推荐，介绍；劝告；使受欢迎；托付 vi.推荐；建议

551 recor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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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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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3 recycled 1 [ˌriː 'saɪkl] vt. 再利用；使再循环；再制 vi. 循环 n. 再循环

554 regardless 1 adj.不管的；不顾的；不注意的 adv.不顾后果地；不管怎样，无论如何；不惜费用地

555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556 removing 1 [riː 'muːvɪŋ] n. 消除；排除；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557 renewed 1 [ri'nju:d] adj.更新的；复兴的；重建的 v.更新；恢复（renew的过去分词）

558 replace 1 [ri'pleis] vt.取代，代替；替换，更换；归还，偿还；把…放回原处

5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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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0 reported 1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561 representatives 1 [reprɪ'zentətɪvz] n. 众议院议员；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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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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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4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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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5 restaurants 1 餐馆

566 Reynolds 1 ['renəldz] n.雷诺兹（姓氏）

567 rial 1 ['raiəl, ri:'ɔ:l] n.里亚尔（伊朗货币单位） n.(Rial)人名；(英、西、意、葡)里亚尔

568 Richard 1 ['ritʃəd] n.理查德（男子名）

5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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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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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1 ronald 1 ['rɔnəld] n.罗纳德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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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3 run 1 vi.经营；奔跑；运转 vt.管理，经营；运行；参赛 n.奔跑；赛跑；趋向；奔跑的路程 n.(Run)人名；(塞)鲁恩

5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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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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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6 sandy 1 ['sændi] adj.沙地的；多沙的；含沙的 n.(Sandy)人名；(法、喀、罗、西、英)桑迪(教名Alasdair、Alastair、Alexander、
Alister、Elshender的昵称)

57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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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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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9 seat 1 [si:t] n.座位；所在地；职位 vt.使…坐下；可容纳…的；使就职

5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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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1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582 segment 1 ['segmənt, seg'ment, 'segment] vi.分割 n.段；部分 vt.分割

583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
584 separated 1 ['sepəreitid] adj.分开的；分居；不在一起生活的 v.分开；隔开（sepa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85 session 1 ['seʃən] n.会议；（法庭的）开庭；（议会等的）开会；学期；讲习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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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7 settlement 1 ['setlmənt] n.解决，处理；[会计]结算；沉降；殖民

588 sheets 1 [ʃiː ts] n. 被单；被褥 名词sheet的复数形式.

589 shock 1 [ʃɔk] n.休克；震惊；震动；打击；禾束堆 vt.使休克；使震惊；使震动；使受电击；把…堆成禾束堆 vi.感到震惊；受到
震动；堆成禾束堆 adj.浓密的；蓬乱的 n.(Shock)人名；(英)肖克

590 short 1 [ʃɔ:t] adj.短的；不足的；矮的，低的 n.短；缺乏；短路；短裤 adv.不足；突然；唐突地 n.(Short)人名；(英)肖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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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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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3 shrink 1 n.收缩；畏缩；<俚>精神病学家 vt.使缩小，使收缩 vi.收缩；畏缩

594 similar 1 ['similə] adj.相似的 n.类似物

595 since 1 [sins] conj.因为；由于；既然；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prep.自…以来；自…以后 adv.后来

5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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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7 slated 1 [sleɪt] n. 板岩；石板；石片；石板色；候选人名单 adj. 暗蓝灰色的；含板岩的 vt. 用石板覆盖；严厉批评；提名；预订

59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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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9 solutions 1 [sə'lu ʃːnz] n. 解答

600 soul 1 n.灵魂；心灵；精神；鬼魂 n.一种人，某种人（强调具有某种特质的人） adj.美国黑人文化的 n.(Soul)人名；(英、法)苏
尔

6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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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2 speaker 1 ['spi:kə] n.演讲者；扬声器；说话者；说某种语言的人 n.(Speaker)人名；(英)斯皮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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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4 speeches 1 [s'piː tʃɪz] 言语

605 st 1 [es ti:] abbr.标准时间（standardtime）；Shipping装货单（ShippingTicket）

606 starting 1 ['stɑ tːɪŋ] n. 出发；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.

607 Stewart 1 ['stju:ət; 'stju-] n.[宝]斯图尔特（男子名）

608 stigma 1 ['stigmə] n.[植]柱头；耻辱；污名；烙印；特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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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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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0 stoc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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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1 stop 1 [stɔp] vt.停止；堵塞；断绝 vi.停止；中止；逗留；被塞住 n.停止；车站；障碍；逗留

612 stopped 1 [stɔpt] v.停止；停下来（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dj.停止的；停顿的

613 story 1 ['stɔ:ri] n.故事；小说；新闻报道；来历；假话 vt.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.说谎 n.(Story)人名；(英)斯托里

614 stream 1 [stri:m] n.溪流；流动；潮流；光线 vi.流；涌进；飘扬 vt.流出；涌出；使飘动

615 strength 1 [streŋθ, streŋkθ] n.力量；力气；兵力；长处

616 strokes 1 [st'rəʊks] n. 中风

617 strong 1 [strɔŋ, strɔ:ŋ] adj.坚强的；强壮的；牢固的；擅长的 adv.强劲地；猛烈地 n.(Strong)人名；(英)斯特朗

618 stronger 1 [英[strɒŋə(r)] 美[strɒŋə]] adj.更强壮的

6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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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
620 success 1 [sək'ses] n.成功，成就；胜利；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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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2 suggesting 1 [sə'dʒest] vt. 建议；暗示；使想起；表明；要求

623 summer 1 ['sʌmə] n.夏季；全盛时期 vi.避暑；过夏天 adj.夏季的 n.(Summer)人名；(德)祖默；(英)萨默

624 super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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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5 sure 1 [ʃuə, ʃɔ:] adj.确信的；可靠的；必定的 adv.当然；的确 n.(Sure)人名；(英)休尔

626 symbol 1 ['simbəl] n.象征；符号；标志

627 system 1 ['sistəm] n.制度，体制；系统；方法

628 tableware 1 ['teiblwεə] n.餐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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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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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1 technically 1 ['teknikli] adv.技术上；专门地；学术上；工艺上

632 technology 1 [tek'nɔlədʒi] n.技术；工艺；术语

633 telecommunications 1 n.通讯行业：服务类型变更，缴纳话费，账户总览等所有业务均可通过移动设备完成

634 televised 1 ['telɪvaɪz] v. 用电视放映

635 telex 1 ['teleks] n.电传；电传机；用户直通电报 vt.用电传拍发；用直通电报拍发 vi.发电传；拍发直通电报

636 ten 1 [ten] num.十个，十 n.(Ten)人名；(英)坦恩；(意)泰恩；(柬)登

637 tend 1 [tend] vi.趋向，倾向；照料，照顾 vt.照料，照管

638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639 them 1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640 themes 1 ['θiː mz] 主题

641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642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6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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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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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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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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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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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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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9 ties 1 [taɪz] tie的复数形式

65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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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1 tons 1 [tʌnz] ad. [口]极其；非常

652 top 1 [tɔp] n.顶部，顶端；上部；首席；陀螺 vi.高出，超越；结束；达到顶点 vt.超越，超过；给…加盖；达到…的顶端 adj.最
高的，顶上的；头等的 n.(Top)人名；(英、土、意)托普

653 trades 1 [tradz] n. 行业；信风；贸易风 名词trade的复数形式.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654 traditionally 1 [trə'diʃənəli] adv.传统上；习惯上；传说上

655 traditions 1 [trə'dɪʃnz] 传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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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7 transfer 1 [træns'fə:] n.转让；转移；传递；过户 vi.转让；转学；换车 vt.使转移；调任

658 transfers 1 [t'rænsfɜːz] n. 传输（名词transfer的复数形式） v. 转移；调任；转乘，中转（动词transfer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659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6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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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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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2 twitter 1 ['twitə] n.微博客，鸟叫声 vt.吱吱叫；嘁嘁喳喳地讲

663 unacceptability 1 [ˌʌnək'septəbl] adj. 不能接受的；不受欢迎的

664 unit 1 ['ju:nit] n.单位，单元；装置；[军]部队；部件

665 upcoming 1 ['ʌp,kʌmiŋ] adj.即将来临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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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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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8 users 1 ['juːzəs] n.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.

669 value 1 ['vælju:] n.值；价值；价格；重要性；确切涵义 vt.评价；重视；估价

670 values 1 ['væljʊz] n. 价值观念；价值标准 名词value的复数形式.

671 Vegas 1 [veigəs] n.维加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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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3 vice 1 [vais] n.恶习；缺点；[机]老虎钳；卖淫 prep.代替 vt.钳住 adj.副的；代替的 n.(Vice)人名；(塞)维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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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5 vigilance 1 ['vidʒiləns] n.警戒，警觉；警醒症

676 village 1 ['vilidʒ] n.村庄；村民；（动物的）群落

677 visions 1 ['vɪʒn] n. 视力；视觉；幻觉；眼光；洞察力；想象力 v. 幻想；设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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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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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0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6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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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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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3 whenever 1 [hwen'evə, hwən-] conj.每当；无论何时 adv.不论何时；随便什么时候

684 whether 1 ['weðə] conj.是否；不论 pron.两个中的哪一个

685 while 1 [hwail] conj.虽然；然而；当……的时候 n.一会儿；一段时间 vt.消磨；轻松地度过

686 whom 1 [hu:m, 弱 hum] pron.谁（who的宾格）

687 whose 1 [hu:z] pron.谁的（疑问代词）

688 William 1 ['wiljəm] n.威廉（男子名）；钞票，纸币

689 willpower 1 ['wilpauə] n.意志力；毅力

690 withdraw 1 [wið'drɔ:, wiθ-] vt.撤退；收回；撤消；拉开 vi.撤退；离开

691 work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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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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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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