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3-07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87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5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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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f 41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and 36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5 they 30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6 that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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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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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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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 is 19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0 people 17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11 have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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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re 16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13 you 16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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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was 1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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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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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 for 12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9 this 1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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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 from 11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21 what 1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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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 lake 9 [leik] n.湖；深红色颜料；胭脂红 vt.（使）血球溶解 vi.（使）血球溶解 n.(Lake)人名；(德、塞、瑞典)拉克；(英)莱克

23 we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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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 been 8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25 going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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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 has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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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 so 8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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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 storm 8 [stɔ:m] n.暴风雨；大动荡 vi.起风暴；横冲直撞；狂怒咆哮 vt.猛攻；怒骂 n.(Storm)人名；(瑞典)斯托姆；(德)施托姆；
(英、西、芬)斯托姆

29 them 8 [ðem, 弱ðəm, ðm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 n.(Them)人名；(老)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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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at 7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挝货币基本单位att）；[化]砹（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） abbr.密封的（airtight）；气温（airtemperature）

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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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 now 7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34 these 7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35 tornado 7 [tɔ:'neidəu] n.[气象]龙卷风；旋风；暴风；大雷雨 n.(Tornado)人名；(西)托纳多

36 up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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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 because 6 [bi'kɔz] conj.因为

38 can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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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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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down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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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 here 6 [hiə] adv.在这里；此时 int.嘿！；喂！ n.这里 n.(Here)人名；(罗)赫尔施

41 Russian 6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42 see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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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 their 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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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 by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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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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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end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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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 Iowa 5 ['aiəwə] n.爱荷华州（美国州名）

48 look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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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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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 no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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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 said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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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which 5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53 all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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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also 4 ['ɔ:lsəu] adv.也；而且；同样 conj.并且；另外 n.(Also)人名；(罗)阿尔索

55 as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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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 Carl 4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57 don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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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58 go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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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9 idea 4 [ai'diə, 'ai'diə] n.想法；主意；概念

60 onl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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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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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 seven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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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 superior 4 [sju:'piriə, sju:pə-] adj.上级的；优秀的，出众的；高傲的 n.上级，长官；优胜者，高手；长者

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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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two 4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66 Ukrainian 4 [ju:'kreiniən; -'krai-] adj.乌克兰的；乌克兰人的 n.乌克兰人；乌克兰语

67 ve 4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68 videotape 4 ['vidiəuteip] n.录像带 vt.将…录到录像带上

6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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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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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1 whil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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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2 with 4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73 your 4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74 air 3 [εə] n.空气，大气；天空；样子；曲调 vt.使通风，晾干；夸耀 vi.通风

75 an 3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76 Atlanta 3 [ət'læntə] n.亚特兰大（美国城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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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bridge 3 [bridʒ] n.桥；桥牌；桥接器；船桥 vt.架桥；渡过 n.(Bridge)人名；(英)布里奇

79 capital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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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0 city 3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81 com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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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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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 countries 3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83 days 3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84 destroyed 3 [dis'trɔid] adj.被毁，毁坏；遭破坏的 v.破坏（destroy的过去分词）

85 direction 3 [di'rekʃən, dai-] n.方向；指导；趋势；用法说明

86 five 3 [faiv] n.五，五个；五美元钞票 num.五，五个 adj.五的；五个的 n.(Five)人名；(挪)菲弗

87 forces 3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88 foreign 3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
89 get 3 vt.使得；获得；受到；变成 n.生殖；幼兽 vi.成为；变得；到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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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gre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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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head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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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3 heav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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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4 hel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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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5 homes 3 英 [həʊm] 美 [hoʊm] n. 家；家庭；收容所；栖息地；发源地 adv. 在家；回家；在国内；回国；正中目标 adj. 家用的；国
内的；总部的；（比赛）主场的 v. 提供住处；朝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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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irpin 3 [地名] [乌克兰] 伊尔平; [地名] [乌克兰] 伊尔平河

98 its 3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99 just 3 [dʒʌst] adv.只是，仅仅；刚才，刚刚；正好，恰好；实在；刚要 adj.公正的，合理的；正直的，正义的；正确的；公平
的；应得的 n.(Just)人名；(英)贾斯特；(法)朱斯特；(德、匈、波、捷、挪)尤斯特；(西)胡斯特

100 kyiv 3 [地名] [乌克兰] 基辅

101 language 3 ['læŋgwidʒ] n.语言；语言文字；表达能力

102 leaving 3 ['li:viŋ] n.离开；残余；渣滓 v.离开；留下；舍弃（leave的ing形式）

103 meteorologists 3 n.气象学( meteorology的名词复数 )

104 not 3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105 officials 3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106 on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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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7 o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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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8 our 3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109 Percy 3 ['pə:si] n.珀西（男子名）

110 porcupine 3 ['pɔ:kjupain] n.[脊椎]箭猪，豪猪 n.(Porcupine)人名；(英)波库派恩

11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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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2 several 3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113 shipwreck 3 ['ʃiprek] n.海难；遇难船 vt.使失事；使毁灭；使失败

114 speaking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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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15 take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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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6 there 3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117 tornadoes 3 英 [tɔː 'neɪdəʊ] 美 [tɔː r'neɪdoʊ] n. 龙卷风；飓风；旋风

118 very 3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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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9 warm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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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0 water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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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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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2 well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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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were 3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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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 when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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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5 who 3 pron.谁；什么人

126 able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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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above 2 [ə'bʌv] prep.超过；在……上面；在……之上 adv.在上面；在上文 adj.上文的 n.上文

128 affect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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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29 ai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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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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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1 already 2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32 any 2 ['eni] adj.任何的；所有的；丝毫 pron.任何；任何一个；若干 adv.稍微；少许 n.(Any)人名；(法、罗)阿尼

133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134 asking 2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135 away 2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136 awful 2 adj.可怕的；极坏的；使人敬畏的

137 base 2 [beis] n.基础；底部；垒 adj.卑鄙的；低劣的 vt.以…作基础 n.(Base)人名；(日)马濑(姓)

138 being 2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139 bombardment 2 [bɔm'ba:dmənt] n.轰炸；炮击

140 called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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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1 ceasefire 2 英 ['si:sfaiə(r)] 美 ['si:sfaiər] n. 停火；停战

142 central 2 ['sentrəl] adj.中心的；主要的；中枢的 n.电话总机

143 children 2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144 Cities 2 n.都市（歌曲名）

145 civilians 2 n. 平民；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.

146 clip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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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7 cloud 2 [klaud] n.云；阴云；云状物；一大群；黑斑 vt.使混乱；以云遮敝；使忧郁；玷污 vi.阴沉；乌云密布 n.(Cloud)人名；
(法)克卢；(英)克劳德

148 clouds 2 [k'laʊdz] n. 云；烟云 名词cloud的复数形式.

1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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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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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1 counties 2 ['kaʊnti] n. 郡；县 adj. 有郡中豪绅习气的

152 create 2 [kri'eit] vt.创造，创作；造成

153 cross 2 n.交叉，十字；十字架，十字形物 vi.交叉；杂交；横过 vt.杂交；渡过；使相交 adj.交叉的，相反的；乖戾的；生气的

154 dangerous 2 ['deindʒərəs] adj.危险的 危险地

155 day 2 [dei] n.一天；时期；白昼 adv.每天；经常在白天地 adj.日间的；逐日的 n.(Day)人名；(英、法、西)戴；(越)岱；(阿拉伯、
土)达伊

156 debris 2 ['deibri:] n.碎片，残骸 n.(Debris)人名；(法)德布里

157 discovered 2 英 [dɪ'skʌvə(r)] 美 [dɪ'skʌvər] v. 发现；偶然撞见；发觉

1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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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9 does 2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60 elderly 2 ['eldəli] adj.上了年纪的；过了中年的；稍老的

161 Erie 2 n.伊利湖（北美五大湖之一）；伊利（美国港市）；伊利人

162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63 evacuate 2 [i'vækjueit] vt.疏散，撤退；排泄 vi.疏散；撤退；排泄

164 even 2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165 exhausted 2 [ig'zɔ:stid] adj.疲惫的；耗尽的 v.耗尽；用尽；使…精疲力尽（exhaust的过去式）

166 fighter 2 ['faitə] n.战士，斗争者；斗士；奋斗者；好战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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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 fighting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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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fir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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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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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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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1 hook 2 [huk] n.挂钩，吊钩 vt.钩住；引上钩 vi.钩住；弯成钩状 n.(Hook)人名；(德、荷)霍克；(英)胡克

172 imagine 2 vt.想象；猜想；臆断 vi.想象；猜想；想象起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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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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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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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6 jets 2 [dʒet] n. 喷气式飞机；喷口；喷射；喷气式发动机 v. 喷射；喷出；搭乘喷射式飞机

177 kits 2 基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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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Lakes 2 [leiks] n.[地理]湖泊，湖畔；[涂料]色淀 n.(Lakes)人名；(德)拉克斯

1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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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1 leave 2 [li:v] vt.离开；留下；遗忘；委托 vi.离开，出发；留下 n.许可，同意；休假

182 le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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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3 make 2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
造 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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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5 march 2 vi.（坚定地向某地）前进；行军，进军；游行示威；进展，进行 vt.使前进；使行军 n.行进，前进；行军；游行示
威；进行曲

186 mariupol 2 [,mɑ:ri:'u:pɔljə] n.马里乌波尔（苏联乌克兰东南部港市，日丹诺夫的旧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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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8 Michigan 2 ['miʃigən] n.美国密歇根州；密歇根

1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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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0 Miles 2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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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moving 2 ['mu:viŋ] adj.移动的；动人的；活动的 v.移动（move的ing形式）

1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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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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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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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6 over 2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197 planes 2 [pleɪns] n. 位面；飞机 名词plane的复数形式.

198 power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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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9 preserved 2 [pri'zə:vd] adj.保藏的；腌制的；喝醉的 n.(Preserved)人名；(英)普里泽夫德

200 president 2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201 Russia 2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202 Saturday 2 ['sætədi; -dei] n.星期六

203 second 2 ['sekənd] n.秒；第二名；瞬间；二等品 vt.支持 adj.第二的；次要的；附加的 num.第二 adv.第二；其次；居第二位 n.
(Second)人名；(法)塞孔

204 seeing 2 ['si:iŋ] n.看见；视觉；观看；视力 conj.因为；由于；鉴于 adj.看见的；有视觉的 v.看见（see的ing形式）

205 shipwrecks 2 ['ʃɪprek] n. 遇难船；海难；船只失事 v. 使遭遇海难

206 stat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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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7 straight 2 adj.直的；连续的；笔直的；正直的；整齐的；异性恋的 adv.直接地；不断地；立即；坦率地 n.直；直线；直男，直
女，异性恋者 n.(Straight)人名；(英)斯特雷特

208 then 2 adv.然后；那么；于是；当时；此外 n.(Then)人名；(德)特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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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9 torn 2 [tɔ:n] v.扯裂，撕开（tear的过去分词） n.(Torn)人名；(英、俄、捷)托恩

210 try 2 [trai] vt.试图，努力；试验；审判；考验 vi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尝试；努力；试验 n.(Try)人名；(英、印尼)特里；(柬)德里

211 under 2 ['ʌndə] prep.低于，少于；在...之下 adv.在下面；在下方 adj.下面的；从属的

212 using 2 n.使用；利用 v.使用（use的ing形式）

213 video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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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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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5 western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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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wind 2 [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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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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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zon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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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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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accusing 1 [ə'kju:ziŋ] adj.指责的；非难的；归咎的 v.指责；指控（accuse的ing形式）

221 again 1 adv.又，此外；再一次；再说；增加 n.（英、保）阿盖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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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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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4 ahea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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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5 airstrike 1 ['erˌstraɪk] n. 空袭

226 alley 1 ['æli] n.小巷；小路；小径 n.(Alley)人名；(英)阿利

227 allison 1 ['ælisən] n.艾利森（女子名）

228 allow 1 [ə'lau] vt.允许；给予；认可 vi.容许；考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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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0 ammunition 1 [,æmju'niʃən] n.弹药；军火 vt.装弹药于 vi.装弹药

231 among 1 [ə'mʌŋ] prep.在…中间；在…之中

2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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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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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4 arbor 1 ['ɑ:bə] n.[植]乔木；凉亭；藤架 n.(Arbor)人名；(英)阿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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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6 aren 1 阿伦

237 arrive 1 vi.到达；成功；达成；出生 n.(Arrive)人名；(法)阿里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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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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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attempts 1 [ə'tempt] v. 企图；尝试 n. 企图；试图

241 average 1 n.平均；平均数；海损 adj.平均的；普通的；通常的 vt.算出…的平均数；将…平均分配；使…平衡 vi.平均为；呈中
间色

242 azov 1 ['a:zɔf; 'a:zɔv] n.亚速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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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4 bag 1 [[bæg] n.袋；猎获物；（俚）一瓶啤酒 vt.猎获；把…装入袋中；占据，私吞；使膨大 vi.松垂

245 barely 1 ['bεəli] adv.仅仅，勉强；几乎不；公开地；贫乏地

246 barge 1 [bɑ:dʒ] vi.蹒跚；闯入 n.驳船；游艇 vt.用船运输；蛮不讲理地闯入或打扰某事物 n.(Barge)人名；(英)巴奇；(德)巴格；
(西)巴尔赫；(法、葡)巴尔热

247 basements 1 n.地下室，地下层( basement的名词复数 )

248 basic 1 ['beisik] adj.基本的；基础的 n.基础；要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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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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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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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2 bit 1 n.[计]比特（二进位制信息单位）；少量；马嚼子；辅币；老一套；一点，一块 vt.控制 adj.很小的；微不足道的 adv.有点
儿；相当 vt.咬（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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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3 blocking 1 ['blɔkiŋ] n.阻塞；封闭；大块 v.阻塞（block的ing形式）

2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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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5 brand 1 [brænd] vt.铭刻于，铭记；打烙印于；印…商标于 n.商标，牌子；烙印 n.(Brand)人名；(英、德、俄、西、意、罗、
葡、捷、芬、瑞典、匈)布兰德；(法)布朗

256 breaking 1 ['breikiŋ] n.破坏；阻断 v.破坏（break的ing形式）

257 brought 1 [brɔ:t] v.带来（bring的过去分词）

258 build 1 [bild] vt.建立；建筑 vi.建筑；建造 n.构造；体形；体格

259 buildings 1 ['bɪldɪŋz] n.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.

260 came 1 [keim] v.come的过去式

261 cameraman 1 ['kæmərəmæn] n.摄影师；照相师；摄影记者

262 carry 1 ['kæri] vt.拿，扛；携带；支持；搬运 vi.能达到；被携带；被搬运 n.运载；[计]进位；射程 n.(Carry)人名；(英)卡里

263 carrying 1 ['kærɪɪŋ] adj. 运送的；运输的 n. 运送；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.

264 changes 1 [tʃendʒs] n.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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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6 chief 1 [tʃi:f] n.首领；酋长；主要部分 adj.首席的；主要的；主任的 adv.主要地；首要地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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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clarissa 1 [klə'risə] n.克拉丽莎（女子名）

269 climb 1 [klaim] vi.爬；攀登；上升 vt.爬；攀登；上升 n.爬；攀登

270 coal 1 [kəul] vi.上煤；加煤 vt.给…加煤；把…烧成炭 n.煤；煤块；木炭

271 coast 1 [kəust] vi.滑行；沿岸航行 vt.沿…岸航行 n.海岸；滑坡 n.(Coast)人名；(英)科斯特

272 coastal 1 ['kəustəl] adj.沿海的；海岸的

273 collection 1 [kə'lekʃən] n.采集，聚集；[税收]征收；收藏品；募捐

274 color 1 ['kʌlə] n.颜色；肤色；颜料；脸色 vt.粉饰；给...涂颜色；歪曲 vi.变色；获得颜色

275 colors 1 ['kɒlərz] n. 彩色 名词color的复数形式.

276 concentrations 1 [kɒnsənt'reɪʃnz] 浓聚物

277 conducting 1 [kən'dʌkt] n. 行为；举动；品行 v. 引导；指挥；管理 vt. 导电；传热

278 connects 1 [kə'nekt] v. 连接；接通；联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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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0 continued 1 [kən'tinju:d] adj.继续的；持久的 v.继续；逗留；维持原状（continue的过去分词）

281 controlled 1 [kən'trəuld] adj.受控制的；受约束的；克制的 v.控制；约束（control的过去式）；指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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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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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4 correspondent 1 [,kɔ:ri'spɔndənt] n.通讯记者；客户；通信者；代理商行

285 county 1 ['kaunti] n.郡，县

2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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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7 covered 1 ['kʌvəd] adj.覆盖了的；隐蔽着的；有屋顶的 v.覆盖；包括；掩护（cover的过去分词）

288 creates 1 [kri'ː eɪts] n. 创立 创建.

289 crews 1 [kru ]ː n. 全体船员；全体乘务员；(一组)工作人员；划艇队员 v. 当船员；当机务人员

290 damaging 1 ['dæmidʒiŋ] adj.有破坏性的，损害的；诽谤的 v.破坏（damage的现在分词形式）；损害

291 declaration 1 [,deklə'reiʃən] n.（纳税品等的）申报；宣布；公告；申诉书

292 deepest 1 [diː p] adj. 深的；深刻的；深奥的；深切的 adv. 深深地 n. 深处

293 depth 1 [depθ] n.[海洋]深度；深奥

294 DES 1 [des] abbr.数据加密标准（dataencryptionstandard）；教育和科学部（DepartmentofEducationandScience）；目的港交货
（DeliveredExShip）；微分方程解算器（differentialequationsolver）

295 destroys 1 [dɪ'strɔɪ] v. 破坏；杀死；消灭；摧毁

296 did 1 [did] v.做（do的过去式）

297 diego 1 n.迭戈（男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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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8 dimensional 1 [di'menʃənəl, dai-] adj.空间的；尺寸的

299 directly 1 [英 [də̍ rektli] 美 [dɪˈrɛktli, daɪ-]] adv.直接地；立即；马上；正好地；坦率地 conj.一…就

300 disaster 1 [,di'zɑ:stə] n.灾难，灾祸；不幸

301 distressed 1 [di'strest] adj.痛苦的；忧虑的；贫困的；受损的 v.使痛苦；使紧张；使困苦（distress的过去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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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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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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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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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6 echo 1 ['ekəu] vt.反射；重复 vi.随声附和；发出回声 n.回音；效仿

307 economically 1 [,i:kə'nɔmikəli] adv.经济地；在经济上；节俭地

308 edge 1 [edʒ] n.边缘；优势；刀刃；锋利 vt.使锐利；将…开刃；给…加上边 vi.缓缓移动；侧着移动 n.(Edge)人名；(英)埃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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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0 encouraged 1 英 [ɪn'kʌrɪdʒd] 美 [ɪn'kɜ ɪːdʒd] adj. 被鼓励的 v. 鼓励；促进；支持（动词encour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11 ends 1 ['endz] n. 结束；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.

312 entrance 1 ['entrəns] n.入口；进入 vt.使出神，使入迷

313 equivalent 1 [i'kwivələnt] adj.等价的，相等的；同意义的 n.等价物，相等物

314 escalate 1 ['eskəleit] vi.逐步增强；逐步升高 vt.使逐步上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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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establish 1 [i'stæbliʃ] vt.建立；创办；安置 vi.植物定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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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8 evacuation 1 [i,vækju'eiʃən] n.疏散；撤离；排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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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0 exactly 1 [ig'zæktli] adv.恰好地；正是；精确地；正确地

321 excuse 1 [ik'skju:z, ik'skju:s] n.借口；理由 vt.原谅；为…申辩；给…免去 vi.作为借口；请求宽恕；表示宽恕

322 exhibit 1 [ig'zibit] vt.展览；显示；提出（证据等） n.展览品；证据；展示会 vi.展出；开展览会

323 expand 1 [ik'spænd] vt.扩张；使膨胀；详述 vi.发展；张开，展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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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explored 1 [ɪks'plɔː d] adj. 探究的；被勘测的 动词expl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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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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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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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9 feet 1 ['fi:t, fi:t] n.脚（foot的复数形式）；尺；韵脚

3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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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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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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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3 financial 1 [fai'nænʃəl] adj.金融的；财政的，财务的

334 flagpole 1 ['flægpəul] n.旗竿

335 flags 1 [f'læɡz] n. 旗帜；标志 名词flag的复数形式.

336 flee 1 [fli:] vi.逃走；消失，消散 vt.逃跑，逃走；逃避

3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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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8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339 foot 1 [fut] n.脚；英尺；步调；末尾 vi.步行；跳舞；总计 vt.支付；给……换底 n.(Foot)人名；(英)富特

3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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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1 friends 1 n.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.

342 frightened 1 ['fraitnd] adj.害怕的；受惊的；受恐吓的 v.害怕；使吃惊；吓走（frighten的过去分词）

343 funnel 1 ['fʌnl] n.漏斗；烟囱 vt.通过漏斗或烟囱等；使成漏斗形 vi.通过漏斗等；成漏斗形

344 Georgia 1 ['dʒɔ:dʒjə] n.乔治亚州；格鲁吉亚（前苏联加盟共和国）；乔治娅（女子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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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5 gigantic 1 [,dʒai'gæntik] adj.巨大的，庞大的

34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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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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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8 goe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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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got 1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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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1 grabbed 1 [græbd] adj. 抓住的；攫取的 动词grab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352 green 1 [gri:n] adj.绿色的；青春的 n.绿色；青春 vt.使…变绿色 vi.变绿色 n.(Green)人名；(英、意)格林；(瑞典、芬)格伦

353 ground 1 n.地面；土地；范围；战场;根据 vt.使接触地面；打基础；使搁浅 vi.着陆；搁浅 adj.土地的；地面上的；磨碎的；磨
过的 v.研磨（grind的过去分词）；压迫

354 hail 1 n.冰雹；致敬；招呼；一阵 vt.致敬；招呼；向...欢呼；猛发；使像下雹样落下（过去式hailed，过去分词hailed，现在分词
hailing，第三人称单数hails） vi.招呼；下雹 int.万岁；欢迎 n.(Hail)人名；(阿拉伯、捷)海尔

355 happen 1 ['hæpən] vi.发生；碰巧；偶然遇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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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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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he 1 [hi:, 弱 hi, i:, i] n.男孩，男人；它（雄性动物） pron.他 n.(He)人名；(日)户(姓)；(朝)海；(柬)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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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0 helicopters 1 ['helɪkɒptəz] n. 直升机 名词helicopt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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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her 1 pron.她（she的宾格）；她的（she的所有格）；她（指某个国家；一艘船） n.（法）埃尔（人名）

363 hesitant 1 ['hezitənt] adj.迟疑的；踌躇的；犹豫不定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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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hiding 1 ['haidiŋ] n.隐匿；躲藏处；殴打 n.(Hiding)人名；(瑞典)希丁

3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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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7 highest 1 ['haiist] adj.最高的

368 historians 1 [hɪs'tɔː riənz] 历史学家

369 historical 1 [his'tɔrikəl] adj.历史的；史学的；基于史实的

37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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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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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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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3 Huron 1 ['hjuərən] n.休伦湖；休伦人；休伦语

3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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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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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incredibly 1 [in'kredəbli] adv.难以置信地；非常地

377 indicates 1 ['ɪndɪkeɪt] v. 指示；象征；显示；暗示，预示 v. 表明；指明

378 inflatable 1 [in'fleitəbl] adj.膨胀的，可充气的；得意的

379 inflow 1 ['infləu, in'fləu] n.流入；流入物；岭量 vi.流入；货币回笼

380 Internet 1 ['intənet] n.因特网

381 invasion 1 [in'veiʒən] n.入侵，侵略；侵袭；侵犯

382 involved 1 [in'vɔlvd] adj.有关的；卷入的；复杂的 v.涉及；使参与；包含（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383 Iowan 1 ['aiəwən; 'aiəuən] n.爱荷华州人 adj.爱荷华州的

384 island 1 ['ailənd] n.岛；岛屿；安全岛；岛状物 adj.岛的 vt.孤立；使成岛状 n.(Island)人名；(英)艾兰

385 japan 1 [dʒə'pæn] n.漆器；日本亮漆 vt.在…上涂漆

386 kadena 1 n. 美驻日嘉手纳空军基地
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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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8 killing 1 ['kiliŋ] adj.杀害的；迷人的；使人筋疲力尽的 n.杀戮；谋杀；猎获物 v.杀死；消磨；毁掉（kill的ing形式） n.(Killing)人
名；(德)基林

听力特快 www.listeningexpress.com

http://www.listeningexpress.com/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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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knowledge 1 ['nɔlidʒ] n.知识，学问；知道，认识；学科 n.(Knowledge)人名；(南非)诺利奇

391 knows 1 英 [nəʊ] 美 [noʊ] v. 了解；知道；认识 n. 知情

39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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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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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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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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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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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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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located 1 英 [ləʊ'keɪtɪd] 美 ['loʊkeɪtɪd] adj. 处于；位于

399 Los 1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英)洛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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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ucky 1 ['lʌki] adj.幸运的；侥幸的

4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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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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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4 managing 1 ['mænidʒiŋ] adj.管理的；节约的；爱管闲事的 v.管理；设法对付（manage的ing形式）

405 masts 1 n.船桅( mast的名词复数 ); 桅杆; 旗杆; 天线塔 v.船桅( mast的第三人称单数 ); 桅杆; 旗杆; 天线塔

406 mayor 1 ['mεə] n.市长 n.(Mayor)人名；(英)梅厄；(法、西、俄)马约尔

40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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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8 medicines 1 ['medsnz] 药品

409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410 metal 1 ['metəl] n.金属；合金 vt.以金属覆盖 adj.金属制的 n.(Metal)人名；(捷)梅塔尔；(瑞典)梅塔尔

411 meteorologist 1 [,mi:tiə'rɔlədʒist] n.气象学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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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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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4 moine 1 穆瓦纳

415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416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417 my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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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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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9 named 1 [neimd] adj.命名的；指定的；被指名的 v.命名；任命（name的过去分词）；称呼

420 national 1 ['næʃənəl] adj.国家的；国民的；民族的；国立的 n.国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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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navigate 1 vt.驾驶，操纵；使通过；航行于；解决，应对（困难复杂的情况） vi.航行，航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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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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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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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6 nocturne 1 ['nɔktə:n] n.夜曲；夜景；夜景画 n.(Nocturne)人名；(法)诺克蒂尔纳

427 non 1 [nɔn] adv.非，不 n.投反对票的人，反对票 n.(Non)人名；(柬)嫩；(俄)诺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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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9 obviously 1 ['ɔbviəsli] adv.明显地 显然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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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1 often 1 ['ɔfən, 'ɔftən, 'ɔ:-] adv.常常，时常

432 Okinawa 1 ['ɔki'nɑ:wɑ:] n.冲绳县（日本）

433 old 1 [əuld] adj.陈旧的，古老的；年老的 n.古时 n.(Old)人名；(英)奥尔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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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4 ones 1 [wʌnz] n.刻录软件

435 operate 1 vi.运转；动手术；起作用 vt.操作；经营；引起；对…开刀

436 opposed 1 [ə'pəuzd] adj.相反的；敌对的 v.反对（oppose的过去分词）；使对立

4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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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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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9 others 1 pron.其他人

440 outskirts 1 ['autskə:ts] n.市郊，郊区

441 packages 1 ['pækɪdʒ] n. 包裹；整批交易 vt. 把 ... 打包；把 ... 进行推销

442 pan 1 n.平底锅；盘状的器皿；淘盘子，金盘，秤盘 vt.淘金；在浅锅中烹调（食物）；[非正式用语]严厉的批评 vi.淘金；在淘
洗中收获金子

443 participants 1 [pɑ 'ːtɪsɪpənts] adj. 有份的；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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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5 peninsula 1 [pi'ninsjulə] n.半岛

446 perimeter 1 [pə'rimitə] n.周长；周界；[眼科]视野计

447 petrified 1 ['petrɪfaɪd] adj. 惊呆的；石化的 动词petr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48 pets 1 abbr.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系统（=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） n. 宠物（pet的复数形式）

449 pH 1 [,pi: 'eitʃ] abbr.酸碱度符号（描述氢离子活度的）

450 pick 1 [pik] vi.挑选；采摘；挖 vt.拾取；精选；采摘；掘 n.选择；鹤嘴锄；挖；掩护 n.(Pick)人名；(英、法、德、捷、匈、瑞
典)皮克

4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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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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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3 plans 1 [p'lænz] n. 预划；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.

454 Poland 1 ['pəulənd] n.波兰（欧洲国家）

455 police 1 [pə'li:s] n.警察，警方；治安 vt.监督；管辖；维持治安；为…配备警察 adj.警察的；有关警察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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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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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8 proclaimed 1 [prə'kleɪm] vt. 正式宣布；声明；表明；赞扬

459 produced 1 [prəu'dju:st] v.产生；制造（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；创作 adj.引长的；畸形地伸长的

460 project 1 [英 [prə̍ dʒekt] 美 [prəˈdʒɛkt] vi.设计；计划；表达；投射 vt.设计；计划；发射；放映 n.工程；计划；事业

461 provide 1 [prəu'vaid] vt.提供；规定；准备；装备 vi.规定；抚养；作准备

462 puppet 1 ['pʌpit] n.木偶；傀儡；受他人操纵的人

463 purple 1 ['pə:pl] adj.紫色的；帝王的；华而不实的 n.紫色；紫袍 vi.变成紫色 vt.使成紫色

464 Putin 1 ['putin] n.普京（人名）

465 quiller 1 ['kwilə] n.卷纬机

466 quills 1 [kwɪl] n. 羽茎；大翎毛；鹅毛笔；（豪猪等动物的)刺；纬管 v. 用刺刺；把(线等）绕在纬管上；打褶皱

467 radar 1 ['reidə] n.[雷达]雷达，无线电探测器 n.(Radar)人名；(塞)拉达尔

468 rain 1 [rein] n.雨；下雨；雨天；雨季 vi.下雨；降雨 vt.大量地给；使大量落下 n.(Rain)人名；(法)兰；(英)雷恩；(罗、捷)赖恩

469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470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471 red 1 [red] n.红色，红颜料；赤字 adj.红色的；红肿的，充血的 n.(Red)人名；(英、德)雷德

472 refer 1 [ri'fə:] vi.参考；涉及；提到；查阅 vt.涉及；委托；归诸于；使…求助于

473 region 1 ['ri:dʒən] n.地区；范围；部位

474 relative 1 ['relətiv] adj.相对的；有关系的；成比例的 n.亲戚；相关物；[语]关系词；亲缘植物

475 reluctantly 1 [ri'lʌktəntli] adv.不情愿地；嫌恶地

476 remotely 1 adv.遥远地；偏僻地；（程度）极微地，极轻地

477 reportedly 1 [ri'pɔ:tidli] adv.据报道；据传闻

478 requests 1 [rɪ'kwest] n. 请求；要求 vt. 请求；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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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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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0 rising 1 ['raiziŋ] n.上升；起床；造反 adj.上升的；上涨的；新兴的 adv.接近 v.上升（rise的ing形式） n.(Rising)人名；(瑞典)里
辛；(英)赖辛

481 roads 1 n. 路；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. 罗兹(姓氏)

482 rodent 1 ['rəudənt] adj.啮齿类的；咬的，嚼的；侵蚀性的 n.[脊椎]啮齿动物

483 rotation 1 [rəu'teiʃən] n.旋转；循环，轮流

484 route 1 [ru:t, raut] vt.按某路线发送 n.路线；航线；通道

4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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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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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7 safe 1 [seif] adj.安全的；可靠的；平安的 n.保险箱；冷藏室；纱橱 n.(Safe)人名；(几)萨菲

488 safely 1 ['seifli] adv.安全地 稳定地

489 safety 1 ['seifti] n.安全；保险；安全设备；保险装置；安打

490 sail 1 [seil] vi.航行；启航，开船 n.帆，篷；航行 vt.航行

491 salvage 1 ['sælvidʒ] n.打捞；海上救助；抢救财货；救难的奖金 vt.抢救；海上救助 n.(Salvage)人名；(法)萨尔瓦热

492 San 1 [sa:n] abbr.存储区域网（StorageAreaNetworking） n.(San)人名；(泰)讪；(俄、罗、刚)萨恩；(土、柬)桑；(缅)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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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4 says 1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495 scene 1 [si:n] n.场面；情景；景象；事件

496 schedule 1 ['ʃədju:əl, -dʒu:əl, 'skedʒu:əl, -dʒuəl] vt.安排，计划；编制目录；将……列入计划表 n.时间表；计划表；一览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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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8 Scott 1 [skɔt] n.斯科特（男子名）

499 sea 1 [si:] n.海；海洋；许多；大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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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1 sees 1 abbr.扩展企业应用套件（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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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service 1 ['sə:vis] n.服务，服侍；服役；仪式 adj.服务性的；耐用的；服现役的 vt.维修，检修；保养 n.(Service)人名；(英)瑟维斯

504 shape 1 [ʃeip] n.形状；模型；身材；具体化 vt.形成；塑造，使成形；使符合 vi.形成；成形；成长 n.(Shape)人名；(瑞典)沙佩

505 shares 1 n.[金融]股份（share的复数形式） v.[计]共享，共有；分配（share的三单形式）

506 shear 1 [ʃiə] vt.剪；修剪；剥夺 vi.剪；剪切；修剪 n.[力]切变；修剪；大剪刀 n.(Shear)人名；(英)希尔

507 ship 1 [ʃip] vt.运送，乘船；以船运送 vi.上船；乘船旅行；当船员 n.船；舰；太空船 n.(Ship)人名；(中)摄(广东话·威妥玛)

508 shipments 1 [ʃiː p'mənts] n. 装运；货物 名词shipment的复数形式.

509 shoulders 1 英 ['ʃəʊldəz] 美 ['ʃoʊldəz] n. 肩膀 名词shoulder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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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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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2 shut 1 [ʃʌt] vt.关闭；停业；幽禁 vi.关上；停止营业 n.关闭 adj.关闭的；围绕的 n.(Shut)人名；(俄)舒特；(中)室(广东话·威妥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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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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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5 sinking 1 ['siŋkiŋ] n.沉没 adj.下沉的 v.下沉（sink的现在分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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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7 size 1 [saiz] n.大小；尺寸 adj.一定尺寸的 vt.依大小排列 vi.可比拟

518 sleep 1 [sli:p] vi.睡，睡觉 n.睡眠 n.(Sleep)人名；(英)斯利普

519 snapped 1 v.啪啪作响；突然中断；猛咬；给…拍快照（snap的过去分词）

520 society 1 [sə'saiəti] n.社会；交往；社团；社交界

5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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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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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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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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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4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525 standing 1 ['stændiŋ] adj.长期的；直立的；固定的 n.站立；持续；身分 v.站立；坚持不变；坐落于（stand的ing形式） n.
(Standing)人名；(英)斯坦丁；(德)施坦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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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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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8 stay 1 [stei] vi.停留；坚持；暂住；停下 vt.坚持；暂住；抑制 n.逗留；停止；支柱

5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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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0 stories 1 [s'tɔː rɪz] n. 故事，传说（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） v. 讲…的故事；说假话（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531 strike 1 [straik] vi.打，打击；罢工；敲，敲击；抓；打动；穿透 vt.打，击；罢工；撞击，冲击；侵袭；打动；到达 n.罢工；打
击；殴打 n.(Strike)人名；(英)斯特赖克

532 strikes 1 [straɪk] n. 罢工；打击；殴打 v. 打；撞；罢工；划燃

533 stuff 1 [stʌf] n.东西；材料；填充物；素材资料 vt.塞满；填塞；让吃饱 vi.吃得过多

534 submersible 1 [səb'mə:səbl] adj.能潜水的；能沉入水中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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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6 Sunday 1 ['sʌndei] n.星期日；礼拜日

537 supplies 1 [səp'laɪz] n. 物资；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.

538 support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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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9 surgical 1 ['sə:dʒikəl] adj.外科的；手术上的 n.外科手术；外科病房

540 survived 1 英 [sə'vaɪv] 美 [sər'vaɪv] vt. 幸免于难；存活；艰难度过；比 ... 活得长 vi. 活着；继续存在

5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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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2 taking 1 ['teikiŋ] n.取得；捕获；营业收入 adj.可爱的；迷人的；会传染的 v.拿；捕捉；夺取（take的ing形式）

543 talks 1 ['tɔː ks] 会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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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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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6 thing 1 [θiŋ] n.事情；东西；事物；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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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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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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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50 thousands 1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55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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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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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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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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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5 ton 1 [tʌn, tuŋ] n.吨；很多，大量 n.(Ton)人名；(西、俄、捷、荷)托恩；(柬)敦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通；(朝)敦

556 tonight 1 [tə'nait] adv.在今晚 n.今晚

557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55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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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9 tops 1 [tɔps] adj.第一流的，最上等的 n.顶部，顶端（top的复数形式） v.达到…的顶端（t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560 tore 1 [tɔ:] vt.撕开（tear的过去式） n.(Tore)人名；(西、瑞典、挪、葡)托雷

561 tow 1 [təu] n.拖；麻的粗纤维；拖曳所用之绳 vt.拖；牵引；曳 vi.被拖带；拖行 n.(Tow)人名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道

5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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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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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4 towed 1 英 [təʊ] 美 [toʊ] v. 拖；拉；牵引 n. 拖；拽；拖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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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6 trauma 1 ['trɔ:mə; 'trau-] n.[外科]创伤（由心理创伤造成精神上的异常）；外伤 n.(Trauma)人名；(西)特劳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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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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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8 treat 1 [tri:t] vt.治疗；对待；探讨；视为 vi.探讨；请客；协商 n.请客；款待 n.(Treat)人名；(英)特里特

569 trees 1 [triː s] n. 树； 灌木； 似树的木制品； 木梁； 鞍架； 宗谱； 绞刑架； 十字架 v. 逼迫上树； 在 ... 植树； 鞋楦 名词tree
的复数形式

570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57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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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2 twisted 1 ['twistid] adj.扭曲的 v.扭动（twist的过去式）

573 twisters 1 n.难题( twister的名词复数 ); 旋风; 旋转的人; <体>旋转球

574 undisturbed 1 英 [ˌʌndɪ'stɜːbd] 美 [ˌʌndɪ'stɜ rːbd] adj. 未受干扰的；安静的；镇定的

575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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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7 upper 1 ['ʌpə] adj.上面的，上部的；较高的 n.(Upper)人名；(英)厄珀

578 us 1 pron.我们

579 violent 1 ['vaiələnt] adj.暴力的；猛烈的

580 visibly 1 ['vizəbli] adv.明显地；显然；看得见地

581 visiting 1 ['vizitiŋ] n.拜访，访问；参观 adj.参观的；游览的 v.参观（visit的现在分词）；拜访

5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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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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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4 walk 1 [wɔ:k] n.步行，走；散步 vt.散步；走过 vi.走，步行；散步 n.(Walk)人名；(德、葡)瓦尔克；(英)沃克

585 ward 1 [wɔ:d] n.病房；保卫；监视 vt.避开；保卫；守护 n.(Ward)人名；(英)沃德；(德、芬、瑞典、葡)瓦尔德

586 Waters 1 ['wɔ:təz] n.沃特斯（姓氏）

587 weapons 1 n.武器（weapon的复数）；武装切换；斗争工具 v.武装（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

588 weather 1 ['weðə] n.天气；气象；气候；处境 vt.经受住；使风化；侵蚀；使受风吹雨打 vi.风化；受侵蚀；经受风雨 adj.露天
的；迎风的 n.(Weather)人名；(英)韦瑟

589 week 1 [wi:k] n.周，星期

590 weighs 1 [weɪ] v. 衡量；称(重量)；重达 ...

591 whatever 1 [hwɔt'evə, 'hwət-] adj.不管什么样的 pron.无论什么；诸如此类 conj.无论什么

592 whole 1 [həul] adj.完整的；纯粹的 n.整体；全部

593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594 winds 1 ['waɪndz] [ wind ]的第三人称单数

595 without 1 [wi'ðaut, -'θaut] prep.没有；超过；在…外面 adv.户外；在外面；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.外部；外面

596 won 1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597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598 wreck 1 [rek] n.破坏；失事；残骸；失去健康的人 vt.破坏；使失事；拆毁 vi.失事；营救失事船只

599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600 yellow 1 adj.黄色的；黄皮肤的 adj.胆小的 n.黄色；黄种人；黄色颜料 vi.变黄或发黄 vt.使变黄或发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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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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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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