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3-02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86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of 46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3 and 4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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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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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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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as 1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7 we 1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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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 for 17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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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On 1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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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president 14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12 our 1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3 that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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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 they 13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5 are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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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is 11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7 it 1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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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year 1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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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their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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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 Ukraine 9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22 with 9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23 biden 8 n. 拜登(姓氏)

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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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 last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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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re 8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27 stat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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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up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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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America 7 [ə'merikə] n.美洲（包括北美和南美洲）；美国

30 be 7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31 can 7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的）食品罐头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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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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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than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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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Ukrainian 7 [ju:'kreiniən; -'krai-] adj.乌克兰的；乌克兰人的 n.乌克兰人；乌克兰语

36 union 7 ['ju:niən] n.联盟，协会；工会；联合

37 when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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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 as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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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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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40 night 6 [nait] n.夜晚，晚上；黑暗，黑夜 adj.夜晚的，夜间的

41 on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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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say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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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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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applause 5 [ə'plɔ:z] n.欢呼，喝采；鼓掌欢迎

45 clip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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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cnn 5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47 covid 5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48 galaxies 5 ['ɡæləksi] n. 银河；星系；一群杰出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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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jobs 5 [dʒɔbs] n.工作（job的复数形式）

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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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military 5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53 more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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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nation 5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55 new 5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56 over 5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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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Putin 5 ['putin] n.普京（人名）

58 wha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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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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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your 5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61 address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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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American 4 n.美国人，美洲人；美国英语 adj.美国的，美洲的；地道美国式的

63 americans 4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64 assistance 4 [ə'sistəns] n.援助，帮助；辅助设备

65 because 4 [bi'kɔz] conj.因为

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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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country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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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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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9 fight 4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70 forces 4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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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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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lives 4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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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5 progress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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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Russia 4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77 so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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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strikes 4 [straɪk] n. 罢工；打击；殴打 v. 打；撞；罢工；划燃

79 strong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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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support 4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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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tonight 4 [tə'nait] adv.在今晚 n.今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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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Tuesday 4 ['tju:zdi; -dei] n.星期二

84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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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ve 4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87 war 4 [wɔ:] n.战争，斗争；军事，战术；冲突，对抗，竞争 vi.打仗，作战；对抗

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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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9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90 at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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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91 before 3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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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94 Cities 3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95 defend 3 [di'fend] vt.辩护；防护 vi.保卫；防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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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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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8 going 3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99 h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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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inflation 3 [in'fleiʃən] n.膨胀；通货膨胀；夸张；自命不凡

101 kee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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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moving 3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1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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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NGC 3 n. 喷管间隙的控制器(号码组接线器)

105 other 3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106 people 3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07 place 3 [pleis] n.地方；住所；座位 vt.放置；任命；寄予 vi.名列前茅；取得名次 n.(Place)人名；(罗)普拉切；(法)普拉斯；(英)普
莱斯

108 political 3 [pə'litikəl] adj.政治的；党派的

109 promise 3 ['prɔmis] n.许诺，允诺；希望 vt.允诺，许诺；给人以…的指望或希望 vi.许诺；有指望，有前途

110 republican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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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response 3 [ri'spɔns] n.响应；反应；回答

112 Reynolds 3 ['renəldz] n.雷诺兹（姓氏）

113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14 speech 3 [spi:tʃ] n.演讲；讲话；[语]语音；演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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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17 against 2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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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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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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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allies 2 ['ælaiz] n.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同盟国；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）协约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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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back 2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
后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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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believe 2 [bi'li:v] vi.信任；料想；笃信宗教 vt.相信；认为；信任

126 cannot 2 ['kænɔt, kæ'nɔt] v.不能；无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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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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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catalog 2 ['kætəlɔg] n.[图情][计]目录；登记 vt.登记；为…编目录 vi.编目录；按确定价格收入目录（等于catalogue）

129 clips 2 [klɪp] vt. 夹住 v. 剪短 v. 疾驰；猛击 n. 夹子；弹夹；回形针；钳 n. 修剪；(羊毛的)剪下量；(被剪下的)东西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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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conflict 2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132 congress 2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
133 control 2 [kən'trəul] n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；操纵装置 vt.控制；管理；抑制

134 convoy 2 ['kɔnvɔi, kən'vɔi] n.护送；护卫；护航队 vt.护航；护送

135 cosmic 2 ['kɔzmik] adj.宇宙的（等于cosmical）

13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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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created 2 [kri'ː eɪtɪd] adj. 创造的 v. 创造；创设；制造 vbl. 创造；创作；设立

138 democrats 2 ['deməkræts] n.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.

139 do 2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（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）；（代替动词）；（用于加强语气） vi.行，足够；生长 n.（英）多（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
称） n.（口语）事件；（主英国口语）诈骗；（主英国、新西兰口语）宴会；（口语）必须做到的事情

140 dollars 2 n. 美元（dollar的复数）

141 early 2 ['ə:li] adj.早期的；早熟的 adv.提早；在初期 n.(Early)人名；(英)厄尔利

142 engaged 2 [in'geidʒd] adj.使用中的，忙碌的 v.保证；约定；同…订婚（engage的过去分词）

143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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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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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families 2 ['fæməlɪz] n.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.

147 fellow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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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form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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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forward 2 ['fɔ:wəd] adj.向前的；早的；迅速的 adv.向前地；向将来 vt.促进；转寄；运送 n.前锋 n.(Forward)人名；(英)福沃德

150 freedom 2 ['fri:dəm] n.自由，自主；直率 n.(Freedom)人名；(英)弗里德姆

151 general 2 adj.一般的，普通的；综合的；大体的 n.一般；将军，上将；常规 n.(General)人名；(英)杰纳勒尔

152 governor 2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
1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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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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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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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6 high 2 [hai] adj.高的；高级的；崇高的；高音调的 n.高水平；天空；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；高压地带 adv.高；奢侈地 n.(High)人
名；(英)海伊

157 him 2 [him, 弱im] pron.他（宾格） n.(Him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欣；(柬)亨；(中)谦(广东话·威妥玛)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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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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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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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1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162 instead 2 adv.代替；反而；相反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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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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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Iowa 2 ['aiəwə] n.爱荷华州（美国州名）

166 Kim 2 [kim] n.金姆（人名）

167 know 2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168 law 2 [lɔ:] n.法律；规律；法治；法学；诉讼；司法界 vi.起诉；控告 vt.控告；对…起诉 n.(La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刘；
(英、缅、柬)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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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les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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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made 2 [meid] adj.成功的；创造的 v.做，使，安排（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ade)人名；(塞)马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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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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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Miles 2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174 months 2 [mʌnθs] 月份（month的复数）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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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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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7 now 2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1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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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o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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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0 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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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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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past 2 [pɑ:st, pæst] n.过去；往事 adj.过去的；结束的 prep.越过；晚于 adv.过；经过

183 priorities 2 英 [praɪ'ɒrəti] 美 [praɪ'ɔː rəti] n. 优先权；优先；优先顺序

184 repor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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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republicans 2 n. 共和党人 名词Republican的复数形式.

1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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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social 2 ['səuʃəl] adj.社会的，社交的；群居的 n.联谊会；联欢会

188 so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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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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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stars 2 [stɑ:z] n. 星星，明星（star的复数形式）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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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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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3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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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5 three 2 [θri:] n.三，三个 num.三 adj.三的，三个的

196 tim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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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7 tired 2 ['taiəd] adj.疲倦的；厌倦的，厌烦的 v.疲倦；对…腻烦（tire的过去分词形式）

198 together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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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tradition 2 [trə'diʃən] n.惯例，传统；传说

200 trillion 2 ['triljən] n.[数]万亿 adj.万亿的 num.[数]万亿

201 troubled 2 ['trʌbld] adj.动乱的，不安的；混乱的；困惑的

202 try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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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3 tug 2 [tʌg] n.拖船；拖曳；苦干 vi.用力拉；竞争；努力做 vt.用力拉；较量；用拖船拖

204 us 2 pron.我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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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6 who 2 pron.谁；什么人

207 able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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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accomplishments 1 [ə'kʌmplɪʃmənts] n. 造诣 名词accomplishment的复数形式.

209 achievements 1 [ət'ʃiː vmənts] n. 成绩 名词achievement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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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1 Afghanistan 1 [æf'gænistæn] n.阿富汗（国家名称，位于亚洲）

212 after 1 ['ɑ:ftə, 'æf-] adv.后来，以后 prep.在……之后 conj.在……之后 adj.以后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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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3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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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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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aid 1 [eid] n.援助；帮助；助手；帮助者 vt.援助；帮助；有助于 vi.帮助 n.(Aid)人名；(阿拉伯、印、英)艾德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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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alone 1 [ə'ləun] adj.独自的；单独的；孤独的 adv.独自地；单独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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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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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1 announcing 1 [ə'naʊnsɪŋ] n. 宣布 动词announ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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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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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apart 1 [ə'pɑ:t] adv.相距；与众不同地；分离着 adj.分离的；与众不同的

225 appears 1 英 [ə'pɪə(r)] 美 [ə'pɪr] vi. 出现；出版；显得；好像；登场

226 army 1 ['ɑ:mi] n.陆军，军队

227 artillery 1 [ɑ:'tiləri] n.火炮；大炮；炮队；炮术

228 assaults 1 [ə'sɔː lt] n. 攻击；突袭；抨击 vt. 袭击；突袭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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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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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backgammon 1 ['bæk,gæmən, bæk'gæm-, bæk'gæmən] n.西洋双陆棋戏

232 badly 1 ['bædli] adv.非常，很；严重地，厉害地；恶劣地

233 bath 1 [bɑ:θ/bæθ] n.沐浴；浴室；浴盆 vt.洗澡 vi.洗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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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become 1 [bi'kʌm] vi.成为；变得；变成 vt.适合；相称

236 bend 1 [bend] vt.使弯曲；使屈服；使致力；使朝向 vi.弯曲，转弯；屈服；倾向；专心于 n.弯曲 n.(Bend)人名；(瑞典)本德

2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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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bill 1 [bil] n.[法]法案；广告；账单；[金融]票据；钞票；清单 vt.宣布；开账单；用海报宣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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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bills 1 [bɪls] n. 账单；纸钞；汇票；法案 名词bill的复数形式.

241 black 1 [blæk] adj.黑色的；黑人的；邪恶的 n.黑色；黑人；黑颜料 vt.使变黑；把鞋油等涂在…上；把（眼眶）打成青肿 vi.变黑
n.(Black)人名；(英、西)布莱克；(德、葡、捷)布拉克

242 blame 1 ['bleim] vt.责备；归咎于 n.责备；责任；过失

243 board 1 [bɔ:d] n.董事会；木板；甲板；膳食 vt.上（飞机、车、船等）；用板盖上；给提供膳宿 vi.寄宿 n.(Board)人名；(英、西)
博德

244 boggles 1 英 ['bɒɡl] 美 ['bɑːɡl] v. 犹豫；吃惊；困惑

245 bonkers 1 ['bɔŋkəz] adj.疯狂的；精神不正常的

246 books 1 ['bʊks] n. 帐目；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.

2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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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brave 1 [breiv] adj.勇敢的；华丽的 vt.勇敢地面对 n.勇士 n.(Brave)人名；(英)布雷夫；(俄)布拉韦

249 Bridges 1 ['bridʒiz] n.布里奇斯（姓氏）

250 bright 1 [brait] adj.明亮的，鲜明的；聪明的；愉快的 adv.明亮地；光明地；欢快地 n.车头灯光 n.(Bright)人名；(英)布赖特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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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British 1 ['britiʃ] adj.英国的；英国人的；大不列颠的 n.英国人

2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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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4 buying 1 n.买进 v.购买；获得；收买（buy的ing形式）

255 cabinet 1 ['kæbinit] n.内阁；橱柜；展览艺术品的小陈列室 adj.内阁的；私下的，秘密的

256 caliber 1 ['kælibə] n.[军]口径；才干；水准（等于calibre）；器量

257 campaign 1 [kæm'pein] vi.作战；参加竞选；参加活动 n.运动；活动；战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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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8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
259 Chambers 1 ['tʃeimbəz] n.钱伯斯（姓氏）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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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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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cheesy 1 adj.干酪质的；下等的；虚伪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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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4 civilians 1 n. 平民；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.

265 class 1 n.阶级；班级；种类；班；等级 vt.分类；把…分等级；把…归入某等级，把…看作（或分类、归类）；把…编入某一
班级 adj.极好的；很好的，优秀的，出色的 vi.属于…类（或等级），被列为某类（或某级） n.（英、德）克拉斯（人名）

266 clear 1 [kliə] adj.清楚的；清澈的；晴朗的；无罪的 vt.通过；清除；使干净；跳过 vi.放晴；变清澈 adv.清晰地；完全地 n.清
除；空隙 n.(Clear)人名；(英)克利尔

267 clue 1 [klu:] n.线索；（故事等的）情节 vt.为…提供线索；为…提供情况

268 collision 1 n.碰撞；冲突；（意见，看法）的抵触；（政党等的）倾轧

269 collisions 1 [kə'lɪʒnz] 碰撞

270 colorized 1 ['kʌləraɪzd] adj. 彩色的；上色的 动词color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71 column 1 ['kɔləm] n.纵队，列；专栏；圆柱，柱形物

272 coming 1 ['kʌmiŋ] adj.即将到来的；接着的；前途有望的 n.来到；到达 v.来（come的ing形式）

273 communities 1 [kə'mjuːnəti] n. 社区；社会；公众；共同体；团体；共享；共有；[生]群落

274 concluded 1 [kən'kluːd] vt. 推断出；缔结；使结束 vi. 结束；总结；作决定；作协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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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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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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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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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correctness 1 n.正确性

280 could 1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281 county 1 ['kaunti] n.郡，县

282 courageously 1 [kə'reidʒəsli] adv.勇敢地

283 crashing 1 ['kræʃiŋ] adj.彻底的；最好的；猛撞的 v.打碎（crash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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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5 criticized 1 ['krɪtɪsaɪz] v. 批评；挑剔；评论；非难；吹毛求疵

286 danger 1 ['deindʒə] n.危险；危险物，威胁 n.(Danger)人名；(法)当热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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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
289 decide 1 [di'said] vt.决定；解决；判决 vi.决定，下决心

290 decides 1 [dɪ'saɪd] v. 决定；判断；断定

291 decision 1 [di'siʒən] n.决定，决心；决议

292 deliver 1 [di'livə] vt.交付；发表；递送；释放；给予（打击）；给…接生 vi.实现；传送；履行；投递 n.投球

293 delivered 1 [dɪ'lɪvəd] adj. 已交付的，已交货的；已送达的 v. 递送；发表（演讲）；交付（deli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94 democratic 1 [,demə'krætik,-kəl] adj.民主的；民主政治的；大众的

295 direct 1 [di'rekt, dai-] adj.直接的；直系的；亲身的；恰好的 vt.管理；指挥；导演；指向 vi.指导；指挥 adv.直接地；正好；按直系
关系

296 disrepair 1 [disri'pεə] n.失修，塌毁；破损

297 distancing 1 ['dɪstəns] n. 距离；路程；远方 vt. 与 ... 保持距离；把(对手)甩在后面

298 distorted 1 [dis'tɔ:tid] adj.歪曲的；受到曲解的 v.扭曲（dist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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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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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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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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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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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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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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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ease 1 [i:z] vt.减轻，缓和；使安心 n.轻松，舒适；安逸，悠闲 vi.减轻，缓和；放松；灵活地移动

3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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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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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9 elements 1 ['elɪmənts] n. 要素，元素；基本原则；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

310 eliminating 1 [ɪ'lɪmɪneɪt] v. 除去；剔除；忽略；淘汰

311 elite 1 [ei'li:t, i'li:t] n.精英；精华；中坚分子

3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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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3 engage 1 vt.吸引，占用；使参加；雇佣；使订婚；预定 vi.从事；参与；答应，保证；交战；啮合

314 enough 1 [i'nʌf] adv.足够地，充足地 n.很多；充足 adj.充足的 int.够了！

315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316 event 1 [i'vent] n.事件，大事；项目；结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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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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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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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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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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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facilities 1 [fə'sɪlɪtɪz] n. 设施；设备；工具 名词facility的复数形式.

323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3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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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feature 1 ['fi:tʃə] n.特色，特征；容貌；特写或专题节目 vi.起重要作用 vt.特写；以…为特色；由…主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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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feels 1 [fiː l] v. 感觉；觉得；触摸；摸起来；认为；摸索 n. 感觉；触觉

3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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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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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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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films 1 [fɪlm] n. 电影；薄膜；胶卷 vt. 把 ... 拍成电影；给 ... 覆上一薄层；拍照片 vi. 变朦胧；拍摄电影

3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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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finally 1 ['fainəli] adv.最后；终于；决定性地

334 fixing 1 ['fiksiŋ] n.固定；安装；设备；修理 v.固定（fix的现在分词）

335 focusing 1 英 ['fəʊkəsɪŋ] 美 ['foʊkəsɪŋ] n. 聚焦；调焦 动词focus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36 forming 1 ['fɔː mɪŋ] n. 形成(成形法；模锻) v. 形成

337 foundations 1 [fɑʊn'deɪʃəns] n. 地基 名词foundation的复数形式.

3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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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9 front 1 [frʌnt] n.前面；正面；前线 vt.面对；朝向；对付 vi.朝向 adj.前面的；正面的 adv.在前面；向前 n.(Front)人名；(法)弗龙

340 frustrated 1 [frʌ'streitid] adj.失意的，挫败的；泄气的 v.挫败；阻挠（frust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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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2 fulfillment 1 n.履行；实行；满足（感）

343 fuller 1 ['fulə] n.漂洗工；套柄铁锤 n.(Full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、葡、捷)富勒；(法)菲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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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5 gains 1 ['ɡeɪnz] n. 收益 名词gain的复数形式.

346 galaxy 1 n.[天]星系；银河系（theGalaxy）；一群显赫的人 n.三星智能手机品牌2015年三星中国公布Galaxy的中文名称为“盖乐
世”（Galaxy） [复数galaxies]

3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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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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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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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9 ga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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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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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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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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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go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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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54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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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6 gov 1 abbr.政府（goverment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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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grateful 1 ['greitful] adj.感谢的；令人愉快的，宜人的

359 growth 1 [grəuθ] n.增长；发展；生长；种植

3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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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1 guns 1 ['ɡʌnz] 枪炮

362 hammering 1 ['hæməriŋ] n.锤击；锤打；抨击 v.锤击；敲打（hammer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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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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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headed 1 ['hedid] adj.有头的；有标题的 v.率领（head的过去分词）；朝向；走在…的前头
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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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helps 1 ['helps] v. 帮助；有助于；促进（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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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370 highlighting 1 ['haɪlaɪtɪŋ] n. 加亮 动词highligh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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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highway 1 ['haiwei] n.公路，大路；捷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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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4 holocaust 1 ['hɔləkɔ:st] n.大屠杀；毁灭
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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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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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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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humanitarian 1 [hju:,mæni'tεəriən] adj.人道主义的；博爱的；基督凡人论的 n.人道主义者；慈善家；博爱主义者；基督凡人论者

379 ia 1 abbr.国际通用埃（InternationalAngstrom）；间接寻址（IndirectAddressing）；爱荷华州（Iowa） n.(Ia)人名；(俄)伊亚

380 ignore 1 [ig'nɔ:] vt.驳回诉讼；忽视；不理睬

381 imagination 1 [i,mædʒi'neiʃən] n.[心理]想象力；空想；幻想物

3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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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83 importantly 1 [im'pɔ:tntli] adv.重要地；大量地；有名望地；自命不凡地

384 increas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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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5 increasingly 1 [in'kri:siŋli] adv.越来越多地；渐增地

386 indeed 1 [in'di:d] adv.的确；实在；真正地；甚至 int.真的（表示惊讶、怀疑、讽刺等）

387 independents 1 n. 独立电话公司

388 infantry 1 ['infəntri] n.步兵；步兵团

389 infrastructure 1 ['infrə,strʌktʃə] n.基础设施；公共建设；下部构造

390 interacting 1 [ɪntə'ræktɪŋ] n. 相互影响 动词interac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91 interstellar 1 [,intə'stelə] adj.[航][天]星际的

392 interview 1 ['intəvju:] n.接见，采访；面试，面谈 vt.采访；接见；对…进行面谈；对某人进行面试

393 invaded 1 [ɪn'veɪd] v. 侵略；拥入；侵害；侵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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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4 isn 1 abbr. 集成供应网络(=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)

3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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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6 Joe 1 [dʒəu] n.乔（男子名）

397 Joseph 1 ['dʒəuzif] n.约瑟夫（男子名）；约瑟（圣经中雅各的第十一子）

398 j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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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keeping 1 ['ki:piŋ] n.保管；一致；协调；遵守 v.保持；遵守（keep的ing形式）

400 Kentucky 1 [ken'tʌki; kən-] n.肯塔基州

401 kept 1 [kept] adj.受人资助控制的 v.保持；维持；保管（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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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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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large 1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4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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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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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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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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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09 laws 1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410 laying 1 ['leiiŋ] n.敷设；布置；产卵数；瞄准 v.放置；产卵（lay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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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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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3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4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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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library 1 ['laibrəri] n.图书馆，藏书室；文库

416 life 1 [laif] n.生活，生存；寿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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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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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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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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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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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lots 1 [lɔts] n.大量，许多；一堆；命运（lot的复数） adv.很，非常 v.抽签；分组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（lot的三单形式）

423 major 1 ['meidʒə] adj.主要的；重要的；主修的；较多的 n.[人类]成年人；主修科目；陆军少校 vi.主修 n.(Major)人名；(西)马霍
尔；(法)马若尔；(捷、德、塞、瑞典)马约尔；(英)梅杰

424 mak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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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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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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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7 map 1 [mæp] vt.映射；计划；绘制地图；确定基因在染色体中的位置 n.地图；示意图；染色体图 vi.基因被安置 n.(Map)人名；
(法)马普

4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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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9 masks 1 英 [mɑːsk] 美 [mæsk] n. 伪装；面罩；面具；[计算机]掩码 v. 掩饰；戴面具；遮盖

4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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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1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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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3 meet 1 [mi:t] vt.满足；遇见；对付 vi.相遇；接触 n.集会 adj.合适的；适宜的 n.(Meet)人名；(英)米特

434 memorial 1 [英 [mə'mɔ:rɪəl] 美 [məˈmɔriəl, -ˈmor] n.纪念碑，纪念馆；纪念仪式；纪念物 adj.记忆的；纪念的，追悼的

435 men 1 ['fɔilzmən, men] n.男人，人类（man的复数） n.(Men)人名；(日)面(姓)；(葡)梅恩；(柬)孟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436 menacing 1 ['menəsɪŋ] adj. 威胁的 动词menac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437 message 1 ['mesidʒ] n.消息；差使；启示；预言；广告词 vi.报信，报告；[通信]报文 vt.通知

438 met 1 [met] v.遇见（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Met)人名；(瑞典)梅特

439 mile 1 [mail] n.英里；一英里赛跑；较大的距离 n.(Mile)人名；(塞、匈、法)米莱

4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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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1 min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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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minutes 1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
443 miscalculated 1 [ˌmɪs'kælkjuleɪt] v. 误算；误估

444 monopoly 1 [mə'nɔpəli] n.垄断；垄断者；专卖权

4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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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6 nasa 1 ['næsə; 'nei-] abbr.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（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） n.(Nasa)人名；(塞)纳莎

447 nations 1 n. 国家；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.

448 nato 1 ['neitəu] abbr.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（NorthAtlanticTreatyOrganization） n.(Nato)人名；(意)纳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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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0 neighbors 1 ['neɪbɔː z] n. 邻居 名词neighbor的复数形式. =neighbours.

451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4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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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3 nominate 1 ['nɔmineit, 'nɔminət, -neit] vt.推荐；提名；任命；指定

4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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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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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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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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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8 oil 1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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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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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461 organize 1 ['ɔ:gənaiz] vt.组织；使有系统化；给予生机；组织成立工会等 vi.组织起来；成立组织

462 organized 1 ['ɔ:gənaizd] adj.有组织的；安排有秩序的；做事有条理的 v.组织（organize的过去分词）

463 otherwise 1 adv.否则；另外；在其他方面 adj.另外的；其他方面的；原本，本来 conj.其他；如果不；然后

464 outcome 1 ['autkʌm] n.结果，结局；成果

465 overhaul 1 [,əuvə'hɔ:l, 'əuvəhɔ:l] vt.分解检查，大修；追上并超过 n.彻底检修，详细检查

466 owingsville 1 n. 奥因斯维尔(在美国；西经 83º46' 北纬 38º09')

467 package 1 ['pækidʒ] n.包，包裹；套装软件，[计]程序包 adj.一揽子的 vt.打包；将…包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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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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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0 pass 1 [pɑ:s, pæs] n.及格；经过；护照；途径；传球 vi.经过；传递；变化；终止 vt.通过；经过；传递 n.(Pass)人名；(英、法、
德、俄)帕斯

471 passed 1 [pa:st] adj.已经通过的；已经过去的；已被传递的 v.通过；传递（pass的过去分词）；超过

472 passing 1 ['pɑ:siŋ, 'pæs-] adj.经过的；目前的；及格的；短暂的 n.经过；及格；流逝；去世 adv.非常 v.通过；及格；许可；传送
（pass的ing形式） n.(Passing)人名；(德)帕辛

473 pipelines 1 ['paɪplaɪn] n. 管道；管线；渠道 v. 用管道运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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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5 possibly 1 ['pɔsəbli] adv.可能地；也许；大概

476 power 1 n.力量，能力；电力，功率；政权，势力；[数]幂 vt.激励；供以动力；使…有力量 vi.快速前进 adj.借影响有权势人物
以操纵权力的 n.(Power)人名；(英、葡)鲍尔

477 practice 1 ['præktis] n.实践；练习；惯例 vi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 vt.练习；实习；实行

478 precision 1 [pri'siʒən] n.精度，[数]精密度；精确 adj.精密的，精确的

479 prefix 1 [,pri:'fiks, 'pri:fiks] n.前缀 vt.加前缀；将某事物加在前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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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0 presidency 1 ['prezidənsi] n.总统（或董事长、会长、大学校长等）的职位（任期）；管辖；支配

481 presidential 1 [,prezi'denʃəl] adj.总统的；首长的；统辖的

482 presidents 1 [p'rezɪdənts] n. 总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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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4 products 1 [p'rɒdʌkts] n.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.

485 provided 1 [prə'vaidid] conj.假如；倘若 v.提供；给予（provide的过去式）

486 providing 1 [prəu'vaidiŋ] conj.假如，以…为条件 v.供给（provide的ing形式）；预备

487 pulling 1 ['pʊlɪŋ] 动词pull的现在分词形式

488 puns 1 [pʌn] n. 双关语 vt. 说双关语

489 pursuit 1 [pə'sju:t] n.追赶，追求；职业，工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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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1 rather 1 ['rɑ:ðə, 'ræ-] adv.宁可，宁愿；相当 int.当然啦（回答问题时用） n.(Rather)人名；(英)拉瑟

492 reacting 1 [r'ɪæktɪŋ] 起反应

493 readiness 1 ['redinis] n.敏捷，迅速；准备就绪；愿意

4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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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5 rebuild 1 [,ri:'bild, 'ri:,bild] vt.重建；改造，重新组装；复原 vi.重建

496 rebuttal 1 [ri'bʌtəl] n.反驳；辩驳；反证

4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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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8 redraw 1 [ˌriː 'drɔː ] v. 重新划（边界线）；重新安排或计划

499 reeling 1 ['riː lɪŋ] n. 喧闹；摇纱；轧管机均整 动词reel的现在分词形式.

500 relief 1 n.救济；减轻，解除；安慰；浮雕

501 remake 1 [,ri:'meik, 'ri:meik] n.重做；重制物 vt.再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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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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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5 resilience 1 [ri'ziliəns, -jəns] n.恢复力；弹力；顺应力

506 responsibility 1 [ri.spɔnsə'biliti] n.责任，职责；义务

507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5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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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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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0 rings 1 [rɪŋz] n. 吊环 名词ring的复数形式.

5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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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2 risk 1 [risk] n.风险；危险；冒险 vt.冒…的危险 n.(Risk)人名；(英、阿拉伯)里斯克

513 robbing 1 ['rɒbɪŋ] n. 回采(回收)矿柱 动词rob的现在分词.

514 rocket 1 ['rɔkit] vi.飞驰，飞快地移动；迅速增加 n.火箭 vt.用火箭运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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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6 routines 1 [ru 'ːtiː nz] n. 常规性工作；例行公事；日常事务 名词routine的复数形式.

5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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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8 runaway 1 ['rʌnə,wei] adj.逃亡的；逃走的 n.逃跑；逃走的人

5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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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0 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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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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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3 schools 1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524 scientists 1 ['saɪəntɪsts] n. 科学家（scientist的复数形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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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5 scrabbles 1 ['skræbl] v. 爬寻；摸索；挣扎；乱涂乱写 n. 爬寻；乱涂乱写；挣扎 Scrabble. n. 一种拼字游戏

5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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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7 senate 1 ['senit] n.参议院，上院；（古罗马的）元老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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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9 shake 1 vt.动摇；摇动；震动；握手 vi.动摇；摇动；发抖 n.摇动；哆嗦

530 shelling 1 ['ʃeliŋ] n.去皮；去壳 v.剥去…的外壳；向…开枪；脱落（shell的ing形式）

531 shore 1 [ʃɔ:] vt.支撑，使稳住；用支柱撑住 n.海滨；支柱 n.(Shore)人名；(英)肖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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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shown 1 ['ʃəun] v.解释（show的过去分词）；给予；表露

5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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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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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6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537 solidarity 1 [,sɔli'dæriti] n.团结，团结一致

538 sorry 1 ['sɔ:ri, 'sɔ-] adj.遗憾的；对不起的，抱歉的 int.对不起，抱歉（表示委婉的拒绝等）

539 sought 1 [sɔ:t] v.寻找（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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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1 soviet 1 ['sauviət, 'sɔ-] adj.苏联的；苏维埃的；委员会的 n.苏维埃（代表会议）；委员会；代表会议

542 space 1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543 speeches 1 [s'piː tʃɪz] 言语

544 speed 1 [spi:d] vi.超速，加速；加速，迅速前行；兴隆 n.速度，速率；迅速，快速；昌盛，繁荣 vt.加快…的速度；使成功，使
繁荣 n.(Speed)人名；(英)斯皮德

545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546 spots 1 [spɒts] n. 污点 名词spot的复数形式.

547 stand 1 [stænd] vi.站立；位于；停滞 vt.使站立；忍受；抵抗 n.站立；立场；看台；停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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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9 star 1 [stɑ:] n.星，恒星；明星；星形物 vt.用星号标于；由…主演，由…担任主角 vi.担任主角 adj.明星的，主角的；星形的 n.
(Star)人名；(瑞典)斯塔尔；(德)施塔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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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1 started 1 [s'tɑ tːɪd] v. 出发，启动，开始（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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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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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4 stepping 1 英 [stepɪŋ] 美 ['stepɪŋ] n. 步进(通过透镜天线后波前的取平；改变)

5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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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56 studying 1 ['stʌdi] n. 研究；学习；学科；书房；(绘画或文学)习作；练习曲；沉思；记忆力…的人；台词记得…的人 v. 研究；
学习；读书；仔细观察；努力

557 suffering 1 ['sʌfəriŋ] n.受难；苦楚 adj.受苦的；患病的 v.受苦；蒙受（suffer的ing形式）

558 surrounded 1 [sə'raʊndɪd] adj. 被 ... 环绕着的 动词surrou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

559 tac 1 abbr.战术空军司令部（TacticalAirCommand） n.(Tac)人名；(柬)达

5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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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1 talk 1 [tɔ:k] vt.说；谈话；讨论 vi.谈话；说闲话 n.谈话；演讲；空谈

562 tanks 1 [tæks] n. 坦克 名词tank的复数形式.

563 targeted 1 英 ['tɑːɡɪt] 美 ['tɑ rːɡɪt] n. 目标；对象；靶 vt. 把 ... 作为目标；瞄准

564 taxpayers 1 ['tækspeɪəz] 纳税人

56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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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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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7 thank 1 [θæŋk] vt.感谢 n.感谢 int.谢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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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8 thanks 1 n.谢谢（只用复数） int.谢谢

569 these 1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5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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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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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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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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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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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5 tic 1 [tik] n.[内科]抽搐；痉挛；技术情报中心 n.(Tic)人名；(罗)蒂克；(塞)蒂茨

576 today 1 [tə'dei] adv.今天；现今 n.今天；现今 n.(Today)人名；(英)托迪

577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578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579 tools 1 [tu lː] n. 工具，用具（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）；器具

5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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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1 tower 1 ['tauə] n.塔；高楼；堡垒 vi.高耸；超越 n.(Tower)人名；(英)托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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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3 triangle 1 ['traiæŋgl] n.三角（形）；三角关系；三角形之物；三人一组

584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85 trivial 1 ['triviəl] adj.不重要的，琐碎的；琐细的

586 trucks 1 [trʌk] n. 卡车；手推车；敞篷货车 n. 交易；交往；商品蔬菜；实物工资；<口>垃圾 v. 以卡车运 v. 交易；打交道

587 TV 1 ['ti:'vi:] abbr.电视（television）

588 tyranny 1 ['tirəni] n.暴政；专横；严酷；残暴的行为（需用复数）

589 ukrainians 1 乌克兰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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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1 unable 1 [ʌn'eibl] adj.不会的，不能的；[劳经]无能力的；不能胜任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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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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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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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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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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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7 useful 1 ['ju:sful] adj.有用的，有益的；有帮助的

598 variant 1 ['vεəriənt] adj.不同的；多样的 n.变体；转化

5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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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0 violent 1 ['vaiələnt] adj.暴力的；猛烈的

601 virus 1 ['vaiərəs] n.[病毒]病毒；恶毒；毒害 n.(Virus)人名；(西)比鲁斯

602 vision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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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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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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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5 volodymyr 1 弗拉基米尔

606 wages 1 ['weɪdʒɪz] n. 工资；报酬；代价 名词wage的复数；动词wag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607 waiving 1 [weɪv] vt. 放弃；不坚持；推迟；搁置

608 wan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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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9 wanted 1 [英 ['wɒntɪd] 美 ['wɑ:ntɪd] adj.受通缉的；被征求的 v.缺少(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应该；打算；需要…在场

610 wars 1 英 [wɔː (r)] 美 [wɔː r] n. 战争；斗争 v. 作战；斗争

6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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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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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3 Wednesday 1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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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4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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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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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7 where 1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6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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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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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0 widely 1 ['waidli] adv.广泛地

621 willing 1 ['wiliŋ] adj.乐意的；自愿的；心甘情愿的 v.决心；用意志力驱使；将（财产等）遗赠某人（will的现在分词） n.(Willing)
人名；(德、芬、瑞典)维林；(英)威林

622 wind 1 [[wɪnd] n.风；呼吸；气味；卷绕 vt.缠绕；上发条；使弯曲；吹号角；绕住或缠住某人 vi.缠绕；上发条；吹响号角 n.
(Wi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温德

623 withdrawal 1 [wið'drɔ:əl, wiθ-] n.撤退，收回；提款；取消；退股

624 within 1 [wi'ðin, wi'θin] prep.在…之内 adv.在内部 n.里面

625 woman 1 ['wumən] n.妇女；女性；成年女子

626 women 1 ['wimin] n.女人（woman的复数）

627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628 would 1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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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0 yourselves 1 [jɔ:'selvz, juə-, jə-] pron.你们自己；你们本人（yourself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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