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3-04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10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4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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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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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40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it 3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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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 that 3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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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in 2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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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 is 2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9 Russia 17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10 for 16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1 moon 1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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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was 1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3 from 13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4 On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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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this 1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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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at 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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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7 there 11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18 abou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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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as 10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
20 but 10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
21 Russian 10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22 ar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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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 high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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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if 8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25 into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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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Ukraine 8 [ju:'krein; -'krain] n.乌克兰（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，现已独立）

27 its 7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28 more 7 [mɔ:] adv.更多；此外；更大程度地 adj.更多的；附加的 pron.更多的数量 n.更多 n.(More)人名；(英、法)莫尔；(意、西、
以)莫雷

29 or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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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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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you 7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32 gray 6 [grei] adj.灰色的；苍白的；灰白头发的；阴郁的 n.灰色；暗淡的光线 vi.成为灰色或灰白 vt.使成灰色或灰白 n.(Gray)人
名；(意)格拉伊；(英、法、葡、瑞典)格雷

33 have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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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junk 6 [dʒʌŋk] n.垃圾，废物；舢板 n.(Junk)人名；(德、捷)容克

35 not 6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36 oil 6 [ɔil] n.油；石油；油画颜料 vt.加油；涂油；使融化 vi.融化；加燃油

37 out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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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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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they 6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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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an 5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41 bar 5 n.条，棒；酒吧；障碍；法庭 vt.禁止；阻拦 prep.除……外 n.(Bar)人名；(阿拉伯、德、法、俄、罗、捷、波、葡、以)巴
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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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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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could 5 [强 kud, 弱 kəd] aux.能够 v.能（can的过去式）

45 far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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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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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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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 just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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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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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part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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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ve 5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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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 around 4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54 be 4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55 Borders 4 n.鲍德斯（公司名，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）

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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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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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Europe 4 ['juərəp] n.欧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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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going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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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groun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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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hit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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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know 4 [nəu] vt.知道；认识；懂得 vi.了解；熟悉；确信

64 nato 4 ['neitəu] abbr.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（NorthAtlanticTreatyOrganization） n.(Nato)人名；(意)纳托

65 object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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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on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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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7 prices 4 [praɪs] n. 价格；代价；价值 v. 给…定价；估价；贴价格标签；比较价格

68 re 4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69 space 4 [speis] n.空间；太空；距离 vi.留间隔 vt.隔开

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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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understand 4 vt.理解；懂；获悉；推断；省略；明白 vi.理解；懂得；熟悉

72 ver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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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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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4 where 4 [hwεə] adv.在哪里 pron.哪里 conj.在…的地方 n.地点

75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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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7 back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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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79 begin 3 [bɪ̍ gɪn] vt.开始 vi.开始；首先 n.(Begin)人名；(以、德)贝京；(英)贝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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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 Carl 3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81 clip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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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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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83 earth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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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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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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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6 flat 3 adj.平的；单调的；不景气的；干脆的；平坦的；扁平的；浅的 adv.（尤指贴着另一表面）平直地；断然地；水平地；直
接地，完全地 n.平地；公寓；平面 vt.使变平；[音乐]使（音调）下降，尤指降半音 vi.逐渐变平；[音乐]以降调唱（或奏）
n.（法）弗拉特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弗莱特（人名）

87 giant 3 ['dʒaiənt] n.巨人；伟人；[动]巨大的动物 adj.巨大的；巨人般的

88 go 3 vi.走；达到；运转；趋于 n.去；进行；尝试 vt.忍受；出产；以…打赌 （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
gone现在分词going）

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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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0 hold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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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

91 impact 3 n.影响；效果；碰撞；冲击力 vt.挤入，压紧；撞击；对…产生影响 vi.影响；撞击；冲突；压紧（on，upon，with）

92 increas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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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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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influence 3 ['influəns] n.影响；势力；感化；有影响的人或事 vt.影响；改变

95 like 3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96 ma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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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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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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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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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saw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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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1 subtitle 3 ['sʌb,taitl] n.副标题；说明或对白的字幕 vt.在…上印字幕；给…加副标题

1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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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3 their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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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these 3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105 two 3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106 video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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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videotape 3 ['vidiəuteip] n.录像带 vt.将…录到录像带上

108 western 3 ['westən] adj.西方的，西部的；有西方特征的 n.西方人；西部片，西部小说 n.(Western)人名；(英)韦斯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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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0 world 3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111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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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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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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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anything 2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116 aspects 2 ['æspekts] 方面；方位；外观；外貌（aspect的复数）

117 ba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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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8 began 2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119 biggest 2 [bɪgɪst] adj. 最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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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0 bi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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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bit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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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2 booster 2 ['bu:stə] n.升压机；支持者；扩爆器

123 buy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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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4 by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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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china 2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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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cold 2 [kəuld] adj.寒冷的；冷淡的，不热情的；失去知觉的 n.寒冷；感冒 adv.完全地

128 collective 2 [kə'lektiv] adj.集体的；共同的；集合的；集体主义的 n.集团；集合体；集合名词

1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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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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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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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crater 2 ['kreitə] n.火山口；弹坑 vt.在…上形成坑；取消；毁坏 vi.形成坑；消亡

133 culture 2 ['kʌltʃə] n.文化，文明；修养；栽培 vt.[细胞][微]培养（等于cultivate）

1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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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dow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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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6 dozen 2 ['dʌzən] n.十二个，一打 adj.一打的

137 effort 2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138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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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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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fairly 2 ['fεəli] adv.相当地；公平地；简直 n.(Fairly)人名；(英)费尔利

142 gasoline 2 ['gæsəli:n] n.汽油

143 goes 2 [gəuz] vi.前进；行走（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.(Goes)人名；(瑞典)约斯；(法、德)格斯；(荷)胡斯

144 good 2 [gud] adj.好的；优良的；愉快的；虔诚的 n.好处；善行；慷慨的行为 adv.好 n.(Good)人名；(英)古德；(瑞典)戈德

145 gre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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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6 heart 2 [hɑ:t] n.心脏；感情；勇气；心形；要点 vt.鼓励；铭记 vi.结心 n.(Heart)人名；(英)哈特

147 higher 2 ['haiə(r)] adj.更高的，较高的（high的比较级）

148 how 2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149 identified 2 [aɪ'dentɪfaɪd] adj.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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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include 2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152 international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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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invaded 2 [ɪn'veɪd] v. 侵略；拥入；侵害；侵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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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5 learn 2 [lə:n] vt.学习；得知；认识到 vi.学习；获悉

156 least 2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1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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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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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look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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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0 low 2 [ləu] adj.低的，浅的；卑贱的；粗俗的；消沉的 adv.低声地；谦卑地，低下地 n.低；低价；低点；牛叫声 vi.牛叫 n.(Low)
人名；(英、德)洛

161 lunar 2 ['lju:nə] adj.月亮的，月球的；阴历的；银的；微亮的 n.(Lunar)人名；(西)卢纳尔

1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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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3 man 2 [mæn] n.人；男人；人类；丈夫；雇工 vt.操纵；给…配置人员；使增强勇气；在…就位 n.(Man)人名；(俄)马恩；(英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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葡、意、罗、捷、尼、老、缅、柬)曼；(日)万(名)

164 many 2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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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6 Moscow 2 ['mɔskəu] n.莫斯科（俄罗斯首都）

167 moved 2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68 much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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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9 nervous 2 ['nə:vəs] adj.神经的；紧张不安的；强健有力的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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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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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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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3 per 2 [强pə:, 弱pə] prep.每；经；按照；每一 n.(Per)人名；(德、挪、丹、瑞典)佩尔

174 perso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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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pieces 2 n.匹头，毛束；件片块个工件零件

176 position 2 [pə'ziʃən] n.位置，方位；职位，工作；姿态；站位 vt.安置；把……放在适当位置

177 probably 2 ['prɔbəbli] adv.大概；或许；很可能

178 psychology 2 [psai'kɔlədʒi] n.心理学；心理状态

179 Putin 2 ['putin] n.普京（人名）

180 quite 2 [kwait] adv.很；相当；完全

181 ri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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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sanctions 2 ['sæŋkʃnz] n. 制裁 名词sanction的复数形式.

183 say 2 [sei] vt.讲；说明；例如；声称；假设；指明 vi.讲；表示；念；假定；背诵 n.(Say)人名；(土)萨伊；(法、老、柬)赛；(英)
塞伊；(匈、罗)绍伊

184 sea 2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185 seve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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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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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7 sid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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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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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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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still 2 [stil] adv.仍然；更；静止地 adj.静止的，不动的；寂静的，平静的；不起泡的 n.寂静；剧照；蒸馏室 conj.仍然；但是；尽
管如此 vt.蒸馏；使…静止；使…平静下来 vi.静止；平静；蒸馏 n.(Still)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斯蒂尔；(德)施蒂尔

191 sun 2 [sʌn] n.太阳 vt.使晒 vi.晒太阳 n.(Sun)人名；(中)孙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孙；(缅)素；(土)松

192 talked 2 [tɔː k] v. 交谈；商讨；演讲；阐述；劝服 n. 谈话；会谈；讨论；讲话；空谈

193 talk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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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4 tensions 2 ['tenʃn] n. 紧张；拉力；张力；紧张状态；[电]电压 vt. 使拉紧；使绷紧

195 those 2 [ðəuz] adj.那些的 pron.那些（that的复数）

196 tides 2 [taɪdz] n. 潮汐 名词tid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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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updated 2 [ʌp'deɪtɪd] adj. 更新的；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99 viewers 2 ['vjuːəz] n. 观看者；观察者 名词viewer的复数形式.

200 vis 2 [vis] n.力；活力 n.(Vis)人名；(法、俄)维斯

2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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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2 wants 2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203 week 2 [wi:k] n.周，星期

204 wha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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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5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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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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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8 accused 1 [ə'kju:zd] n.被告 adj.被控告的 v.指责；控告（accuse的过去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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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9 actually 1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210 afternoon 1 [,ɑ:ftə:'nu:n, ,æf-, 'ɑ:ftə'nu:n, 'æf-] n.午后，下午

211 afterwards 1 ['ɑ:ftəwdz, 'æf-] adv.后来；然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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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3 am 1 abbr.调频，调谐，调幅（amplitudemodulation） vi.（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） aux.（与v-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，与v-
ed连用构成被动语态） n.（柬）安（人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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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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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annex 1 [ə'neks, 'æneks] vt.附加；获得；并吞 n.附加物；附属建筑物

217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218 arguments 1 ['ɑːɡjʊmənts] n. 争论 名词argument的复数形式.

219 Armenia 1 [ɑ:'mi:njə] n.亚美尼亚（苏联加盟共和国名）

220 asked 1 [æskt] n.卖方要价 v.问（ask的过去式）

221 astronomers 1 n.天文学者，天文学家( astronomer的名词复数 )

222 author 1 ['ɔ:θə] n.作者；作家；创始人 vt.创作出版

223 awesome 1 [英['ɔː s(ə)m] 美['ɔsəm]] adj.令人敬畏的；使人畏惧的；可怕的；极好的

224 Baltic 1 ['bɔ:ltik] adj.波罗的海的 n.波罗的海

225 bash 1 [bæʃ] vt.猛击，痛击；怒殴 n.猛烈的一击，痛击 n.(Bash)人名；(英、俄、巴基)巴什

226 basically 1 ['beisikəli] adv.主要地，基本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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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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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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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belief 1 [bi'li:f] n.相信，信赖；信仰；教义

231 believed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232 believes 1 [bɪ'liː v] v. 相信；认为

2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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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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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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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biologically 1 [baiə'lɔdʒikli] adv.生物学上，生物学地

237 bipartisan 1 [,baipɑ:ti'zæn, -'pɑ:tizən] adj.两党连立的；代表两党的

2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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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9 blow 1 [bləu] n.吹；打击；殴打 vi.风吹；喘气 vt.风吹 n.(Blow)人名；(英)布洛

2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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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1 broadcaster 1 ['brɔ:d,kɑ:stə, -,kæstə] n.广播公司；广播员；播送设备；撒播物

242 buffer 1 ['bʌfə] n.[计]缓冲区；缓冲器，[车辆]减震器 vt.缓冲

243 bust 1 [bʌst] vi.破产；爆裂；降低级别 vt.使破产；使爆裂；逮捕 n.破产；半身像；萧条；胸部 adj.破产了的；毁坏了的 n.(Bust)
人名；(德)布斯特

244 buys 1 [baɪ] vt. 购买；买；获得；收买；<俚>相信 vi. 买 n. 购买；便宜货

245 Carpathian 1 [kɑ:'peiθiən] adj.喀尔巴阡山脉的

246 Carpathians 1 (=Carpathian Mountains)(中欧)喀尔巴阡山脉

247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248 causing 1 [kɔː z] vt. 引起；使发生 n. 原因；理由；事业

249 cents 1 [sents] n. 分，一分钱的硬币( cent的名词复数 )

250 champ 1 [tʃæmp] n.咀嚼；咀嚼声 vt.焦急；大声地嚼；格格地咬 vi.咬；啮（过去式champed，过去分词champed，现在分词
champing，第三人称单数champs） n.(Champ)人名；(法)尚；(英)钱普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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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chunk 1 [tʃʌŋk] n.大块；矮胖的人或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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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3 circle 1 ['sə:kl] n.循环，周期；圆；圈子；圆形物 vi.盘旋，旋转；环行 vt.画圆圈；环绕…移动

254 civil 1 ['sivəl] adj.公民的；民间的；文职的；有礼貌的；根据民法的 n.(Civil)人名；(土)吉维尔；(法)西维尔

255 claimed 1 [kleɪm] n. 要求；要求权；主张；断言；声称；要求物 vt. 要求；请求；主张；声称；断言

256 close 1 [kləuz] adj.紧密的；亲密的；亲近的 vt.关；结束；使靠近 vi.关；结束；关闭 adv.紧密地 n.结束 n.(Close)人名；(西)克洛
塞；(英、法)克洛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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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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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9 completed 1 [kəm'pliː tɪd] adj. 已完成的 v. 完成（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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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congress 1 ['kɔŋgres, kən'gres] n.国会；代表大会；会议；社交

262 connection 1 n.连接；关系；人脉；连接件

263 contaminate 1 vt.污染，弄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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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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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countless 1 ['kauntlis] adj.无数的；数不尽的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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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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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9 create 1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270 creating 1 [kri'ː eɪtɪŋ] vbl. 创造； 建造； 把 ... 列为

271 Crimea 1 [krai'miə] n.克里米亚；克里米亚半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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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3 crude 1 [kru:d] adj.粗糙的；天然的，未加工的；粗鲁的 n.原油；天然的物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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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5 damage 1 n.损害；损毁；赔偿金 vi.损害；损毁 vt.损害，毁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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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7 decades 1 n.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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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9 direction 1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
280 distant 1 adj.遥远的；冷漠的；远隔的；不友好的，冷淡的

2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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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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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dollar 1 ['dɔlə] n.美元 n.(Dollar)人名；(英)多拉尔

284 dominance 1 ['dɔminəns,-nənsi] n.优势；统治；支配

285 dominate 1 ['dɔmineit] vt.控制；支配；占优势；在…中占主要地位 vi.占优势；处于支配地位

286 donbass 1 n. 顿涅茨煤田(前苏联欧洲部分西南部主要工业区) =Donbas； Donets Basin.

2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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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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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9 dude 1 n.男人，小伙子 n.(Dude)人名；(德、塞)杜德 n.（非正式）花花公子；纨绔子弟

290 dus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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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dynamics 1 [dai'næmiks] n.动力学，力学

292 east 1 [i:st] n.东方；东风；东方国家 adj.东方的；向东的；从东方来的 adv.向东方，在东方 n.(East)人名；(英)伊斯特

293 eastwards 1 ['i:stwədz] adv.向东方地 adj.向东方的

294 either 1 adj.两者之中任一的；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.任何一个 conj.也（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）；根本 pron.任一，两方，随
便哪一个；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

295 essay 1 ['esei, e'sei] n.散文；试图；随笔 vt.尝试；对…做试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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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6 estimated 1 ['estɪmetɪd] adj. 估计的

2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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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eventually 1 [i'ventʃuəli] adv.最后，终于

29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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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explaining 1 [ɪk'spleɪn] v. 说明；解释

30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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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2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3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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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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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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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fermented 1 英 ['fɜːment] 美 ['fɜ rːment] n. 发酵；酵素；动乱 v. （使）发酵；动乱

307 fiercely 1 ['fiəsli] adv.猛烈地；厉害地

308 figured 1 ['figəd] adj.华丽的；有形状的；用图画表现的；有图案的 v.以图画或图表描绘；设想（figu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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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flash 1 [flæʃ] vt.使闪光；反射 n.闪光，闪现；一瞬间 vi.闪光，闪现；反射 adj.闪光的，火速的 n.(Flash)人名；(西)弗拉什

311 fleet 1 [fli:t] adj.快速的，敏捷的 n.舰队；港湾；小河 vi.飞逝；疾驰；掠过 vt.消磨 n.(Fleet)人名；(英)弗利特

312 flip 1 [flip] vt.掷；轻击 vi.用指轻弹；蹦跳 adj.无礼的；轻率的 n.弹；筋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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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fly 1 [flai] vi.飞；驾驶飞机；飘扬 vt.飞行；飞越；使飘扬 n.飞行；苍蝇；两翼昆虫 adj.敏捷的 n.(Fly)人名；(法)弗利；(英)弗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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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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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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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9 founde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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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20 French 1 [frentʃ] adj.法国的；法语的；法国人的 n.法国人；法语

321 fresh 1 [freʃ] adj.新鲜的；清新的；淡水的；无经验的 n.开始；新生；泛滥 adv.刚刚，才；最新地

322 Fridays 1 ['fraidiz] adv.于星期五 n.星期五（Friday的复数）

323 fruit 1 [fru:t] n.水果；产物 vi.结果实 vt.使……结果实 n.(Fruit)人名；(法)弗吕；(英)弗鲁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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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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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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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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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8 germans 1 n. 德国人 名词Germa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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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0 giants 1 ['dʒaɪənts] n. 巨人；巨物；伟人 名词giant的复数形式.

331 give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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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2 gives 1 [ɡɪv] v. 给；赠予；送；捐助；提供；供给；举行；弯曲 n. 弹性

333 glance 1 [glɑ:ns, glæns] n.一瞥；一滑；闪光 vi.扫视，匆匆一看；反光；瞥闪，瞥见 vt.扫视；瞥见；擦过 n.(Glance)人名；(英)格
兰斯

334 glasses 1 ['glɑːsɪz] n. 眼镜；双筒镜 名词glass的复数形式.

335 gone 1 [gɔn] adj.离去的；死去的；用光的 v.去（go的过去分词）

336 goods 1 [gudz] n.商品；动产；合意的人；真本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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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gravitational 1 [,grævi'teiʃənəl] adj.[力]重力的，[力]引力的

339 greatest 1 ['greɪtɪst] adj. 最大的 形容词great的最高级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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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0 Greenwich 1 ['gri:nidʒ] n.格林威治（英国伦敦东南一市镇，从前皇家天文台的所在地；通过该天文台的经线被定为本初子午
线）

341 grip 1 [grip] n.紧握；柄；支配；握拍方式；拍柄绷带 vt.紧握；夹紧 vi.抓住 n.(Grip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格里普

342 Guinness 1 ['ginis] n.吉尼斯黑啤酒（英国产强性黑啤酒的一种）

343 gym 1 [dʒim] n.健身房；体育；体育馆

344 gymnastics 1 [dʒim'næstiks] n.体操；体育；体操运动

345 gyres 1 ['dʒaɪə] n. 圆形；螺旋形；游涡 vi. 旋转

346 hands 1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
347 hang 1 ['hæŋ] vt.悬挂，垂下；装饰；绞死；使悬而未决 vi.悬着，垂下；被绞死；悬而不决 n.悬挂；暂停，中止 n.(Hang)人名；
(罗)汉格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康；(老)汉；(柬)韩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杭

34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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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49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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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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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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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3 having 1 ['hæviŋ] n.所有；持有；占有 adj.具有的；所有的 v.有（have的ing形式）

354 hearts 1 英 [hɑ tː] 美 [hɑ rːt] n. 心；内心；中心；要点；红桃 v. 将…记在心里，铭记；鼓励

355 hello 1 [he'ləu, hə-] int.喂；哈罗 n.表示问候，惊奇或唤起注意时的用语 n.(Hello)人名；(法)埃洛

3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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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7 here 1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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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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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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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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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3 Hitler 1 ['hitlə] n.希特勒（纳粹德国元首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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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holds 1 英 [həʊldz] 美 [hoʊldz] n. 货舱；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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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
368 hundreds 1 ['hʌndrədz] n. 数百；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.

369 idea 1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370 illegally 1 [i'li:gəli] adv.非法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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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2 imports 1 [ɪm'pɔː ts] n. 进口商品；进口货 名词import的复数形式.

373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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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Indiana 1 [,indi'ænə] n.印第安纳州（美国中部的州）

376 initially 1 [i'niʃəli] adv.最初，首先；开头

377 ink 1 [iŋk] vt.签署；涂墨水于 n.墨水，墨汁；油墨 n.(Ink)人名；(英)英克

378 jet 1 [dʒet] n.喷射，喷嘴；喷气式飞机；黑玉 adj.墨黑的 vt.射出 vi.射出；[航]乘喷气式飞机

379 join 1 [dʒɔin] vt.参加；结合；连接 vi.加入；参加；结合 n.结合；连接；接合点 n.(Join)人名；(法)茹安

380 journalist 1 ['dʒə:nəlist] n.新闻工作者；报人；记日志者

3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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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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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3 kilometers 1 n. 千米，公里（kilometer复数形式）

3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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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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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5 kyiv 1 [地名] [乌克兰] 基辅

386 lanes 1 拉纳
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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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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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lawmakers 1 n.立法者(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)

390 leaving 1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
3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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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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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3 limit 1 ['limit] n.限制；限度；界线 vt.限制；限定

394 line 1 [lain] n.路线，航线；排；绳 vt.排成一行；划线于；以线条标示；使…起皱纹 vi.排队；站成一排 n.(Line)人名；(英)莱恩；
(俄)利涅

395 lines 1 [laɪnz] n. (剧本中的)台词；诗歌；线条；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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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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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9 loop 1 [lu:p] vi.打环；翻筋斗 n.环；圈；弯曲部分；翻筋斗 vt.使成环；以环连结；使翻筋斗

400 lot 1 n.份额；许多；命运；阄 adv.（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）很，非常；（与动词连用）非常 pron.大量，许多 vt.分组，把…划
分（常与out连用）；把（土地）划分成块 vi.抽签，拈阄

401 Madison 1 ['mædisən] n.麦迪逊（姓氏）；麦迪逊（美国城市）

4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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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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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makes 1 [meɪks] v.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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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Marshall 1 ['mɑ:ʃəl] n.马歇尔（姓氏，男子名，等于Mar'shal）

407 maybe 1 ['meibi] adv.也许；可能；大概 n.可能性；不确定性

4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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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Mediterranean 1 [,meditə'reiniən] n.地中海 adj.地中海的

4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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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memory 1 ['meməri] n.记忆，记忆力；内存，[计]存储器；回忆 n.(Memory)人名；(英)梅默里

412 meter 1 [mi:tə] n.米；仪表；[计量]公尺；韵律 vt.用仪表测量 vi.用表计量 n.(Meter)人名；(英)米特；(塞)梅特

413 migh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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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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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6 mini 1 ['mini] n.迷你型；微型汽车；超短裙 adj.微型的；袖珍的 abbr.微型汽车（minicar）；微型计算机（minicomputer） n.(Mini)
人名；(意、土、法)米尼

417 ministry 1 ['ministri] n.（政府的）部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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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mission 1 ['miʃən] n.使命，任务；代表团；布道 vt.派遣；向……传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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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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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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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3 mountain 1 [ˈmauntin，ˈmaʊntən] n.山；山脉 n.(Mountain)人名；(英)芒廷

424 Mountains 1 ['mauntins] n.山脉；[地理]山区；山岳（mountain的复数）

425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426 Napoleon 1 [nə'pəuliən] n.拿破仑

4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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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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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8 near 1 [niə] adj.近的；亲近的；近似的 adv.近；接近 prep.靠近；近似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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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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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431 nice 1 [nais] adj.精密的；美好的；细微的；和蔼的 n.(Nice)人名；(英)尼斯

432 objected 1 英 ['ɒbdʒɪkt] 美 ['ɑːbdʒekt] n. 物体；目标；对象；宾语 v. 反对；提出 ... 作为反对的理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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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observed 1 [əb'zɜːvd] adj. 被观察的，被观测的 v. 观察，观测（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,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）

435 occupy 1 ['ɔkjupai] vt.占据，占领；居住；使忙碌

436 occupying 1 英 ['ɒkjupaɪ] 美 ['ɑːkjupaɪ] vt. 占用；占领；从事；使忙碌；专心

437 ocean 1 ['əuʃən] n.海洋；大量；广阔 n.(Ocean)人名；(罗)奥切安

438 oceans 1 ['əʊʃnz] n. 大洋

439 only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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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0 onto 1 ['ɔntu, -tə] prep.在…之上；对…了解；映射到…上 adj.映射的；自身的；映成的

441 opens 1 英 ['əʊpənz] 美 ['oʊpənz] v. 打开 动词ope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442 orbital 1 ['ɔ:bitəl] adj.轨道的；眼窝的

443 orbits 1 英 ['ɔː bɪt] 美 ['ɔː rbɪt] n. 势力范围；眼眶；轨迹 vt. 绕轨道而行；进入轨道 vi. 盘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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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orthodox 1 adj.正统的；传统的；惯常的；东正教的 n.正统的人；正统的事物

446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447 our 1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448 outcome 1 ['autkʌm] n.结果，结局；成果

449 pact 1 [pækt] n.协定；公约；条约；契约

450 particular 1 [pə'tikjulə] adj.特别的；详细的；独有的；挑剔的 n.详细说明；个别项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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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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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3 path 1 [pɑ:θ, pæθ] n.道路；小路；轨道

4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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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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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6 petroleum 1 [pi'trəuliəm, pə-] n.石油

457 piece 1 [pi:s] n.块；件；篇；硬币 vt.修补；接合；凑合

458 placed 1 [pleɪst] adj. 名列前茅的（多指赛马）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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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0 plastic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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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1 play 1 [plei] vt.游戏；扮演；演奏；播放；同…比赛 vi.演奏；玩耍；上演；参加比赛 n.游戏；比赛；剧本 n.(Play)人名；(法、瑞
典)普莱

462 plug 1 [plʌg] n.插头；塞子；栓 vi.塞住；用插头将与电源接通 vt.插入；塞住；接插头

463 point 1 [pɔint] n.要点；得分；标点；[机]尖端 vt.指向；弄尖；加标点于 vi.表明；指向 n.(Point)人名；(法)普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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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5 politics 1 ['pɔlitiks] n.政治，政治学；政治活动；政纲

466 port 1 [pɔ:t, pəut] n.港口，口岸；（计算机的）端口；左舷；舱门 vi.转向左舷 vt.持（枪）；左转舵 n.(Port)人名；(英)波特；(法)
波尔；(德、俄、匈、捷)波尔特

467 post 1 [pəust] n.岗位；邮件；标杆 vt.张贴；公布；邮递；布置 vi.快速行进 n.(Po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捷、瑞典、荷)波斯特

4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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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9 powerful 1 ['pauəful] adj.强大的；强有力的 adv.很；非常

470 preferred 1 英 [prɪ'fəd] 美 [prɪ'fɜːd] adj. 首选的；有优先权的

471 president 1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472 pretty 1 adj.漂亮的；可爱的；优美的 adv.相当地；颇 n.有吸引力的事物（尤指饰品）；漂亮的人 n.Pretty，普雷蒂（人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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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3 price 1 [prais] n.价格；价值；代价 vt.给……定价；问……的价格 n.(Price)人名；(英)普赖斯；(法)普里斯；(葡、瑞典)普里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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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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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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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7 publicize 1 ['pʌblisaiz] vt.宣传；公布

478 pull 1 [pul] vt.拉；拔；拖 vi.拉，拖；拔 n.拉，拉绳；拉力，牵引力；拖 n.(Pull)人名；(法)皮尔；(德、瑞典)普尔

4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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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0 ran 1 [ræn] v.跑（run的过去式） n.(Ran)人名；(俄、瑞典、塞)拉恩；(柬)兰

481 random 1 ['rændəm] adj.[数]随机的；任意的；胡乱的 n.随意 adv.胡乱地

482 range 1 n.范围；幅度；排；山脉 vi.（在...内）变动；平行，列为一行；延伸；漫游；射程达到 vt.漫游；放牧；使并列；归类
于；来回走动

4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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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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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5 reaction 1 [ri'ækʃən, ri:-] n.反应，感应；反动，复古；反作用

486 reasons 1 ['riː zənz] n.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.

487 recognize 1 ['rekəgnaiz] vt.认出，识别；承认 vi.确认，承认；具结

48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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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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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491 reigning 1 ['reiniŋ] adj.统治的；在位的；本届的；起支配作用的 v.统治；支配；盛行（reign的ing形式）

492 religious 1 [ri'lidʒəs] adj.宗教的；虔诚的；严谨的；修道的 n.修道士；尼姑

493 researcher 1 [ri:'sə:tʃə] n.研究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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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5 responsible 1 [ri'spɔnsəbl] adj.负责的，可靠的；有责任的

496 rest 1 [rest] vt.使休息，使轻松；把…寄托于 n.休息，静止；休息时间；剩余部分；支架 vi.休息；静止；依赖；安置 n.(Rest)人
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捷、荷)雷斯特

497 role 1 [rəul] n.角色；任务 n.(Role)人名；(意、塞、赤几)罗莱

498 Roman 1 ['rəumən] n.罗马人；古罗马语 adj.罗马的；罗马人的

499 root 1 [ru:t, rut] n.根；根源；词根；祖先 vi.生根；根除 vt.生根，固定；根源在于 n.(Root)人名；(英)鲁特；(德、瑞典)罗特

500 rotations 1 [rəʊ'teɪʃnz] 轮作方式

501 rubble 1 ['rʌbl] n.碎石，碎砖；粗石堆

502 running 1 ['rʌniŋ] n.运转；赛跑；流出 adj.连续的；流动的；跑着的；运转着的 v.跑；运转（run的ing形式）；行驶 n.(Running)
人名；(英)朗宁

50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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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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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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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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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7 seasons 1 ['siː znz] n. 季节 名词season的复数形式.

508 Sebastopol 1 [si'bæstəpəul] n.塞巴斯托波（美国地名）

5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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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0 se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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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1 seeks 1 [siː k] vt. 寻求；追求；试图 vi. 寻找

512 seriously 1 ['siəriəsli, 'si:r-] adv.认真地；严重地，严肃地

513 sets 1 n.[数]集合，设置（set的复数） v.放置（set单三形式）

514 shawe 1 [人名] 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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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5 shout 1 [ʃaut] vi.呼喊；喊叫；大声说 vt.呼喊；大声说 n.呼喊；呼叫

516 sky 1 [skai] n.天空；顶点 vt.把…投向空中；把…挂得过高 vi.踢或击高空球；把桨叶翘得过高；飞涨 n.(Sky)人名；(英)斯凯

517 skyrocketing 1 [s'kaɪrɒkɪtɪŋ] 价格飞涨

518 Slavic 1 ['slɑ:vik; 'slæ-] adj.斯拉夫的；斯拉夫语的 n.斯拉夫语

519 slight 1 [slait] adj.轻微的，少量的；脆弱的；细长的；不重要的 vt.轻视，忽略；怠慢 n.怠慢；轻蔑

5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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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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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smash 1 [smæʃ] vt.粉碎；使破产；溃裂 n.破碎；扣球；冲突；大败 vi.粉碎；打碎 adj.了不起的；非常轰动的；出色的

523 s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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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4 soap 1 [səup] n.肥皂 vt.将肥皂涂在……上；对……拍马屁（俚语） vi.用肥皂擦洗

525 software 1 ['sɔftwεə, 'sɔ:-] n.软件

526 soil 1 [sɔil] n.土地；土壤；国家；粪便；务农；温床 vt.弄脏；污辱 vi.变脏

527 some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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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8 sort 1 [sɔ:t] n.种类；方式；品质 vi.分类；协调；交往 vt.将…分类；将…排序；挑选出某物

529 spacex 1 n.太空探索技术公司（美国的太空运输公司）

530 speaking 1 ['spi:kiŋ] adj.演讲的；富于表情的，雄辩的 n.说话；演讲 v.讲（speak的ing形式）

531 spin 1 [spin] vi.旋转；纺纱；吐丝；晕眩 vt.使旋转；纺纱；编造；结网 n.旋转；疾驰

532 spinning 1 ['spiniŋ] n.纺纱 adj.纺织的 v.旋转，纺织（spin的现在分词）

533 split 1 [split] vt.分离；使分离；劈开；离开；分解 vi.离开；被劈开；断绝关系 n.劈开；裂缝 adj.劈开的

534 spokesman 1 ['spəuksm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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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6 sterile 1 ['sterail, -rəl] adj.不育的；无菌的；贫瘠的；不毛的；枯燥乏味的

537 strategy 1 ['strætidʒi] n.战略，策略

538 suppliers 1 n. 供应商；供应者

539 surface 1 ['sə:fis] n.表面；表层；外观 adj.表面的，肤浅的 vi.浮出水面 vt.使浮出水面；使成平面 n.(Surface)人名；(英)瑟菲斯

540 suspending 1 [səs'pendɪŋ] n. 悬浮；暂停 动词suspend的现在分词形式.

541 swing 1 [swiŋ] n.摇摆；摆动；秋千；音律；涨落 vi.摇摆；转向；悬挂；大摇大摆地行走 vt.使旋转；挥舞；悬挂 adj.旋转的；悬
挂的；强节奏爵士音乐的 n.(Swing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斯温

5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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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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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4 tape 1 [teip] n.胶带；磁带；带子；卷尺 vt.录音；用带子捆扎；用胶布把…封住 vi.用磁带录音 n.(Tape)人名；(英)泰普

545 tax 1 [tæks] vt.向…课税；使负重担 n.税金；重负 n.(Tax)人名；(英、匈、捷)塔克斯

546 telescopes 1 英 ['telɪskəʊp] 美 ['telɪskoʊp] n. 望远镜 v. 缩短；压缩；套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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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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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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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0 therefore 1 ['ðεəfɔ:] adv.因此；所以

551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552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55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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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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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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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6 thrown 1 [θrəun, 'θrəun] v.抛（throw的过去分词）；扔掉

557 thunk 1 [θʌŋk] n.形实转换程序

558 tight 1 [tait] adj.紧的；密封的；绷紧的；麻烦的；严厉的；没空的；吝啬的 adv.紧紧地；彻底地 n.(Tight)人名；(英)泰特

559 tim 1 [tim] n.蒂姆（男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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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0 tires 1 ['taɪəz] n. 轮胎 tir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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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2 told 1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563 toothpaste 1 ['tu:θpeist] n.牙膏

5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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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5 topographical 1 adj.地质的；地形学的（等于topographic）

566 towards 1 [tə'wɔ:dz, tu-, 'təuədz, twɔ:dz] prep.朝，向；对于；有助于

567 track 1 [træk] n.轨道；足迹，踪迹；小道 vt.追踪；通过；循路而行；用纤拉 vi.追踪；走；留下足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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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9 transporting 1 ['trænspɔː rt] n. 运输 动词trans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.

570 trash 1 [træʃ] n.垃圾；废物 vt.丢弃；修剪树枝

571 travel 1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572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73 trouble 1 ['trʌbl] n.麻烦；烦恼；故障；动乱 vt.麻烦；使烦恼；折磨 vi.费心，烦恼

5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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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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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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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7 underneath 1 [,ʌndə'ni:θ] prep.在…的下面；在…的形式下；在…的支配下 adv.在下面；在底下 n.下面；底部 adj.下面的；底层
的

578 unfortunately 1 [ʌn'fɔ:tʃənətli] adv.不幸地

579 unintentionally 1 [ˌʌnɪn'tenʃənəli] adv. 非故意地

580 unobservable 1 英 ['ʌnəb'zɜːvəbl] 美 [ˌʌnəb'zɜːvəbəl] adj. 不可见的

581 unusually 1 [ʌn'ju:ʒuəli] adv.非常；异乎寻常地；显著地

582 us 1 pron.我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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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4 usually 1 ['ju:ʒuəli] adv.通常，经常

585 verified 1 ['verifaid] adj.已查清的，已证实的

586 vitamins 1 [vaɪtəmɪns] n. 维生素 名词vitamin的复数形式.

5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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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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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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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0 warm 1 [wɔ:m] adj.温暖的；热情的 vi.同情；激动；变温暖 vt.使…兴奋；使…温暖；使…感兴趣 n.取暖；加热 n.(Warm)人名；
(英)沃姆；(德)瓦姆

591 warsaw 1 ['wɔ:sɔ:] n.华沙（波兰首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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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3 water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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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4 welcoming 1 ['welkəm] vt. 欢迎 adj. 受欢迎的 n. 欢迎 int. 欢迎(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)

5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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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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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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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8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599 will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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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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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1 worldwide 1 ['wə:ld,waid] adj.全世界的 adv.在世界各地

602 worth 1 [wə:θ] adj.值…的 n.价值；财产 n.(Worth)人名；(英)沃思；(德)沃特

603 wrong 1 adv.错误地；邪恶地，不正当地 n.坏事；不公正 adj.错误的；失常的；不适当的 vt.委屈；无理地对待；诽谤 n.(Wrong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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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名；(英)朗

604 wrongly 1 ['rɔŋli] adv.错误地；不恰当地；不公正地

605 wrote 1 [rəut] v.写（write的过去式）

606 yeah 1 [jεə] adv.是 int.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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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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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9 your 1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610 zone 1 [zəun] n.地带；地区；联防 vi.分成区 vt.使分成地带；环绕 n.(Zone)人名；(塞)佐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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