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cnn10 2022-03-10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9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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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2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4 and 3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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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3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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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 2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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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 is 22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8 they 2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9 that 20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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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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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 On 16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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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 for 15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13 been 14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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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 has 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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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 with 1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7 Korea 10 [kə'riə] n.韩国；朝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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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 there 10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20 are 9 [强ɑ:, 弱ə] v.是（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） n.公亩 n.(Are)人名；(意、西、芬)阿雷

21 at 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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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2 be 9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23 cnn 9 [ˌsiː en'en] abbr. 美国有线新闻网(=cable news network)

24 not 9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5 south 9 [sauθ, sauð] n.南方，南边；南部 adv.在南方，向南方 adj.南的，南方的 n.(South)人名；(老)苏；(英)索思

26 these 9 [ði:z] pron.这些 adj.这些的

27 this 9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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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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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 had 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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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30 he 8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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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 its 8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32 one 8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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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 as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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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 from 7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36 other 7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37 over 7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西、
土)奥韦尔

38 Russia 7 ['rʌʃə] n.俄罗斯

39 some 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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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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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will 7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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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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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 Hawaii 6 [hə'waii:] n.夏威夷岛；夏威夷（美国州名）

43 north 6 [nɔ:θ] n.北，北方 adj.北方的；朝北的 adv.在北方，向北方

44 or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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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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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 president 6 n.总统；董事长；校长；主席

47 spider 6 ['spaidə] n.蜘蛛；设圈套者；三脚架

48 two 6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49 ve 6 委内瑞拉 n.(Ve)人名；(挪)韦

50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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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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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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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4 re 5 [rei, ri:] prep.再，重新 abbr.修订版（revisededition）；回复，答复（reply） n.(Re)人名；(英、意、塞)雷

55 say 5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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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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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 States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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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 Ukrainian 5 [ju:'kreiniən; -'krai-] adj.乌克兰的；乌克兰人的 n.乌克兰人；乌克兰语

5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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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 along 4 [ə'lɔŋ] adv.一起；向前；来到 prep.沿着；顺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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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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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 4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64 any 4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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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 both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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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 Carl 4 [kɑ:l] n.卡尔（男名）

67 chanc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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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8 children 4 ['tʃildrən] n.孩子们（child的复数）

69 conservative 4 [kən'sə:vətiv] adj.保守的 n.保守派，守旧者

70 countries 4 ['kʌntrɪz] n.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.

71 covid 4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72 liberal 4 ['libərəl] adj.自由主义的；慷慨的；不拘泥的；宽大的 n.自由主义者 n.(Liberal)人名；(葡)利贝拉尔

73 may 4 [mei] aux.可以，能够；可能，也许；祝，愿；会，能

74 more 4 [mɔ:] adv.更多；此外；更大程度地 adj.更多的；附加的 pron.更多的数量 n.更多 n.(More)人名；(英、法)莫尔；(意、西、
以)莫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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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6 now 4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77 said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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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8 sid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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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79 their 4 [ðεə, 弱ðər] pron.他们的，她们的；它们的 n.(Their)人名；(英)蒂尔；(芬、瑞典)泰尔

80 though 4 [ðəu] adv.可是，虽然；不过；然而 conj.虽然；尽管 prep.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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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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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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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we 4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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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84 when 4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85 which 4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86 who 4 pron.谁；什么人

87 would 4 [wud, 弱wəd, əd, d] aux.将，将要；愿意 v.will的过去式

88 yoon 4 n. 尹

89 because 3 [bi'kɔz] conj.因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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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1 b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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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2 candidates 3 ['kændɪdeɪts] n. 申请求职者；候选人；投考者 名词candidate的复数形式.

93 cars 3 英 [kɑ:z] 美 [kɑ:rz] n. 汽车；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.

94 city 3 ['siti] n.城市，都市 adj.城市的；都会的

95 civilian 3 [si'viljən] adj.民用的；百姓的，平民的 n.平民，百姓

96 country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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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97 deal 3 [di:l] vt.处理；给予；分配；发牌 vi.处理；讨论；对待；做生意 n.交易；（美）政策；待遇；份量 n.(Deal)人名；(英、西)
迪尔

98 do 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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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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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0 former 3 ['fɔ:mə] adj.从前的，前者的；前任的 n.模型，样板；起形成作用的人 n.(Former)人名；(法)福尔梅；(德、捷)福尔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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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2 governor 3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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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4 hospital 3 ['hɔspitəl] n.医院 n.(Hospital)人名；(英)霍斯皮特尔

105 issues 3 英 ['ɪʃjuːz] 美 ['ɪʃjʊz] n. 议题；债券；发行物；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.

106 jae 3 Jump if above or Equal 大于等于时跳过

107 Korean 3 [kə'riən] adj.韩国人的；韩国语的；朝鲜人的；朝鲜语的 n.韩国人；韩国语；朝鲜人；朝鲜语

108 large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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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09 lee 3 [li:] n.保护；背风处 adj.保护的；庇荫的；避风的 n.(Lee)人名；(朝)李；(中)李(普通话·威妥玛)；(柬)利；(中)李(广东话·威
妥玛)

1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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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1 looking 3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112 mandate 3 ['mændeit] n.授权；命令，指令；委托管理；受命进行的工作 vt.授权；托管

113 mask 3 [mɑ:sk, mæsk] n.面具；口罩；掩饰 vi.掩饰；戴面具；化装 vt.掩饰；戴面具；使模糊

114 no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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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15 own 3 [əun] vt.拥有；承认 vi.承认 adj.自己的；特有的 n.自己的 n.(Own)人名；(阿拉伯)奥恩

116 Paris 3 ['pæris] n.巴黎（法国首都）；帕里斯（特洛伊王子）

117 really 3 ['riəli, 'ri:li] adv.实际上，事实上；真正地，真实地；真的吗？（表语气）

118 sanctions 3 ['sæŋkʃnz] n. 制裁 名词sanction的复数形式.

119 says 3 [sez] v.说（第三人称单数）

120 show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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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1 suk 3 [su:k] n.苏克人；苏克族

12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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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3 thousands 3 ['θaʊzndz] n. 数千

124 towards 3 [tə'wɔ:dz, tu-, 'təuədz, twɔ:dz] prep.朝，向；对于；有助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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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 united 3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126 up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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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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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8 wha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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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29 without 3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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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0 won 3 [wʌn] vt.赢得（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31 abou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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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2 actually 2 adv.实际上；事实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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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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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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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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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37 areas 2 ['eərɪəs] n.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.

138 Asia 2 ['eiʃə] n.亚洲

139 attack 2 [ə'tæk] n.攻击；抨击；疾病发作 vt.攻击；抨击；动手干 vi.攻击；腐蚀 n.(Attack)人名；(瑞典)阿塔克

140 between 2 [bi'twi:n] prep.在…之间 adv.在中间

141 blamed 2 [bleimd] adj.混蛋的，该死的 v.谴责

142 bombed 2 [bɔmd] adj.遭到轰炸的；醉的；被毒品麻醉了的 v.轰炸（bomb的过去式）

143 campaign 2 [kæm'pein] vi.作战；参加竞选；参加活动 n.运动；活动；战役

144 candidate 2 n.候选人，候补者；应试者

145 cases 2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146 champs 2 [tʃæmp] v. 大声地嚼；迫不及待 n. 冠军(=champion)

1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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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8 clos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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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49 comes 2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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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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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ronavirus 2 [kə,rəunə'vaiərəs] n.冠状病毒；日冕形病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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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53 days 2 [deiz] adv.每天；在白天 n.天（day的复数形式）；时期 n.(Days)人名；(英)戴斯

154 denuclearization 2 [di:,nju:kliərai'zeiʃən, -ri'z-] n.非核化，无核化

155 don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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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156 don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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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57 during 2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58 eastern 2 ['i:stən] adj.东方的；朝东的；东洋的 n.东方人；（美国）东部地区的人

159 election 2 [i'lekʃən] n.选举；当选；选择权；上帝的选拔

160 elysees 2 埃利塞

161 et 2 [i:ti:] conj.（拉丁语）和（等于and）

162 European 2 [,juərə'pi:ən] adj.欧洲的；欧洲人的 n.欧洲人

1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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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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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5 far 2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16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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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7 fiv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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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68 foreign 2 ['fɔrin] adj.外国的；外交的；异质的；不相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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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france 2 [frɑ:ns] n.法国；法郎士（姓氏）

170 going 2 ['gəuiŋ] n.行为；离去；工作情况；地面状况 adj.流行的；进行中的；现存的 v.前进；出发；运转（go的ing形式） n.
(Going)人名；(英)戈因

171 got 2 [gɔt] v.得到，明白（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Got)人名；(法)戈；(西、匈、瑞典)戈特

172 Hancocks 2 [人名] 汉考克斯

173 huntsman 2 ['hʌntsmən] n.猎人；管猎犬者 n.(Huntsman)人名；(英)亨茨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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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vasion 2 [in'veiʒən] n.入侵，侵略；侵袭；侵犯

176 Jacksonville 2 ['dʒæksənvil] n.杰克逊维尔（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北部港市）

177 joro 2 英 ['dʒəʊrəʊ] 美 ['dʒoʊroʊ] <日>n.(持有卖淫执照的)妓女[日文汉字：女郎； 亦指妓女]

178 ju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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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79 kyiv 2 [地名] [乌克兰] 基辅

180 leaders 2 [liː dəs] n. [计算机]前导字符；领袖；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.

18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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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2 locations 2 英 [ləʊ'keʃəns] 美 [loʊ'keʃəns] n. 地点；位置；定位 名词location的复数形式.

18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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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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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185 Matthew 2 ['mæθju:] n.马太福音（新约第一卷）；马太（耶稣12门徒之一）；马修（姓氏，男子名）

186 military 2 ['militəri] adj.军事的；军人的；适于战争的 n.军队；军人

187 mothra 2 [电影] 斯拉

188 name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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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89 neck 2 [nek] n.脖子；衣领；海峡 vi.搂著脖子亲吻；变狭窄 vt.使变细；与…搂著脖子亲吻 n.(Neck)人名；(德、意、英)内克

190 next 2 [nekst] adv.然后；下次；其次 adj.下一个的；其次的；贴近的 n.下一个 prep.靠近；居于…之后

19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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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2 patients 2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193 Paula 2 ['pɔ:lə] n.保拉（女子名）

194 percent 2 [pə'sent] n.百分比，百分率；部分；百分数 adj.百分之…的 adv.以百分之…地

195 policy 2 ['pɔlisi] n.政策，方针；保险单

196 polls 2 n. 投票区 abbr. 议会联机图书馆研究(=Parliamentary On Line Library Study)

19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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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198 reported 2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199 Russian 2 ['rʌʃən] adj.俄国的；俄语的 n.俄语；俄国人

200 saying 2 ['seiiŋ] n.话；谚语；言论 v.说（say的ing形式）

201 see 2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202 set 2 [set] n.[数]集合；一套；布景；[机]装置 vt.树立；点燃；点缀； vi.(日,月)落沉；凝固；结果 adj.固定的；规定的；固执的
n.(Set)人名；(瑞典)塞特；(俄)谢特

203 sheep 2 [ʃiː p] n.羊，绵羊；胆小鬼

204 significant 2 [sig'nifikənt] adj.重大的；有效的；有意义的；值得注意的；意味深长的 n.象征；有意义的事物

205 southeast 2 [,sauθ'i:st] adj.东南的；来自东南的 n.东南；东南地区 adv.来自东南

206 species 2 ['spi:ʃi:z, -si:z] n.[生物]物种；种类 adj.物种上的

207 spiders 2 [s'paɪdəz] 蜘蛛

20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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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09 step 2 [step] n.步，脚步；步骤；步伐；梯级 vi.踏，踩；走 vt.走，迈步

2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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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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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 take 2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212 takes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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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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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4 threat 2 [θret] n.威胁，恐吓；凶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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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6 travel 2 ['trævəl] vi.旅行；行进；步行；交往 vt.经过；在…旅行 n.旅行；游历；漫游

21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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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18 Wednesday 2 ['wenzdi; -dei] n.星期三

219 well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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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0 were 2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221 west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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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2 while 2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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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3 written 2 ['ritən] adj.书面的，成文的；文字的 v.写（write的过去分词）

224 year 2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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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6 your 2 [jɔ:, jəu, 弱jə] pron.你的，你们的

22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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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28 acclaimed 1 [ək'leɪmd] adj. 受赞誉的，受人欢迎的 v. 动词acclaim的过去式、过去分词

22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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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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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1 actions 1 ['ækʃ(ə)nz] n.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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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3 agriculture 1 n.农业；农耕；农业生产；农艺，农学

234 aircraft 1 ['εəkrɑ:ft] n.飞机，航空器

235 alliance 1 [ə'laiəns] n.联盟，联合；联姻

236 ally 1 [英 [ˈælaɪ] 美 [ˈælaɪ]] n.同盟国；伙伴；同盟者；助手 vt.使联盟；使联合 vi.联合；结盟 n.(Ally)人名；(巴基)阿利；(法)阿
利；(英)艾丽(女子教名Alice的简称)；(尼日利)阿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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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38 ambled 1 ['æmbl] n. 溜蹄；缓行漫步 v. 缓行；溜蹄

23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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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0 animals 1 ['æniməlz] n.[动]动物，动物世界；牲畜（animal的复数形式）

2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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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2 anyone 1 ['eniwʌn] pron.任何人；任何一个

243 anything 1 ['eniθiŋ] pron.任何事

244 apologize 1 [ə'pɔlədʒaiz] vi.道歉；辩解；赔不是 vt.道歉；谢罪；辩白

245 apple 1 n.苹果，苹果树，苹果似的东西；[美俚]炸弹，手榴弹，（棒球的）球；[美俚]人，家伙。

246 arachnid 1 [ə'ræknid] n.蛛形纲动物 adj.蛛形纲动物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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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48 Arkansas 1 ['ɑ:kənsɔ:] n.（美国）阿肯色州

249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250 artists 1 英 ['a:tists] 美 ['ɑ:tists] n. 艺术家（名词artist的复数形式）

251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
252 avenue 1 n.大街；林荫大道；[比喻](达到某物的)途径，手段，方法，渠道

253 avoid 1 [ə'vɔid] vt.避免；避开，躲避；消除

254 away 1 [ə'wei] adv.离去，离开；在远处

25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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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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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6 baboon 1 [bə'bu:n] n.[脊椎]狒狒

2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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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58 ballot 1 ['bælət] n.投票；投票用纸；投票总数 vi.投票；抽签决定 vt.使投票表决；拉选票 n.(Ballot)人名；(英)巴洛特；(法)巴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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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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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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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2 biologists 1 n.生物学家( biologist的名词复数 )

263 bitsy 1 ['bitsi] adj.极小的；微小的

264 blanket 1 ['blæŋkit] n.毛毯，毯子；毯状物，覆盖层 adj.总括的，全体的；没有限制的 vt.覆盖，掩盖；用毯覆盖

265 bombardment 1 [bɔm'ba:dmənt] n.轰炸；炮击

266 bombing 1 ['bɔmiŋ] n.[军]轰炸，[军]投弹 v.轰击；引爆炸弹（bomb的ing形式）

2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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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68 Brazilian 1 [brə'ziljən] adj.巴西的；巴西人的 n.巴西人

269 breeder 1 ['bri:də] n.饲养员；繁殖者；起因；增殖反应堆

270 businesses 1 ['bɪznəsɪz] n. 店铺，商行（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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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72 casualties 1 n. 人员伤亡

273 challenge 1 n.挑战；怀疑 vt.向…挑战；对…质疑

274 challenges 1 ['tʃælɪndʒ] n. 挑战；邀请比赛；盘问；质疑 v. 向 ... 挑战；盘问；质疑

275 charter 1 ['tʃɑ'tə] vt.特许；包租；发给特许执照 n.宪章；执照；特许状 n.(Charter)人名；(法)沙尔泰；(英)查特

276 china 1 n.瓷器 adj.瓷制的 n.China，中国 adj.China，中国的

277 climate 1 ['klaimit] n.气候；风气；思潮；风土

278 climates 1 [k'laɪməts] 气象条件

279 climbed 1 [klaɪm] v. 攀登；爬；上升 n. 爬；攀爬处

280 cold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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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1 colder 1 英 [kəʊdə] 美 [koʊdə] adj. 更冷的 形容词cold的比较级形式.

282 combat 1 ['kɔmbæt, kəm'bæt] vt.反对；与…战斗 vi.战斗；搏斗 n.战斗；争论 adj.战斗的；为…斗争的 n.(Combat)人名；(法)孔巴

283 come 1 [kʌm] vi.来；开始；出现；发生；变成；到达 vt.做；假装；将满（…岁） int.嗨！ n.(Come)人名；(英)科姆；(阿尔巴)乔
梅

284 comfort 1 ['kʌmfət] n.安慰；舒适；安慰者 vt.安慰；使（痛苦等）缓和

28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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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286 community 1 [kə'mju:niti] n.社区；[生态]群落；共同体；团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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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88 compared 1 英 [kəm'peə(r)] 美 [kəm'per] v. 比较；对比；比喻 n. 比较；对照

289 complete 1 [kəm'pli:t] adj.完整的；完全的；彻底的 vt.完成

29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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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1 concerning 1 [kən'sə:niŋ] prep.关于；就…而言 v.涉及；使关心（concern的ing形式）；忧虑

292 congratulated 1 英 [kən'grætjʊˌleɪt] 美 [kən'grætʃə̩ leɪt] vt. 祝贺；庆祝

293 consideration 1 [kən,sidə'reiʃən] n.考虑；原因；关心；报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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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5 contenders 1 n.（冠军）争夺者，竞争者( contender的名词复数 )

296 cooperation 1 [kəu,ɔpə'reiʃən] n.合作，协作；[劳经]协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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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298 corridors 1 ['kɒrɪdɔː z] 走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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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0 council 1 ['kaunsəl] n.委员会；会议；理事会；地方议会；顾问班子 n.(Council)人名；(英)康斯尔

301 counted 1 [kaʊnt] v. 计算；视为；依赖；重要，有价值 n. 计数；总数 n. 伯爵（欧洲国家的贵族头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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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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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3 covering 1 ['kʌvəriŋ] adj.掩盖的，掩护的 n.遮盖物，覆盖物 v.覆盖；穿（cover的ing形式）；代替

304 crawl 1 [krɔ:l] vi.爬行；匍匐行进 vt.爬行；缓慢地行进 n.爬行；养鱼池；匍匐而行

305 creature 1 ['kri:tʃə] n.动物，生物；人；创造物

306 cross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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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07 crosswalks 1 [k'rɒswɔː ks] 人行横道

308 dealing 1 ['di:liŋ] n.交易；行为

309 deaths 1 ['deθs] 死亡人口

310 decreasing 1 [di'kri:siŋ] adj.渐减的 v.减少；缩减（decrease的ing形式）

311 department 1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312 depends 1 [dɪ'pend] vi. 依赖；依靠；取决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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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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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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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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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17 disapproval 1 [,disə'pru:vəl] n.不赞成；不喜欢

318 disease 1 [di'zi:z] n.病，[医]疾病；弊病 vt.传染；使…有病

319 Disney 1 ['dizni] n.迪斯尼（美国动画影片制作家及制片人）

320 distance 1 ['distəns] n.距离；远方；疏远；间隔 vt.疏远；把…远远甩在后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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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2 down 1 [daun] adv.向下，下去；在下面 adj.向下的 n.软毛，绒毛；[地质]开阔的高地 prep.沿着，往下 vt.打倒，击败 vi.下降；下
去 n.(Down)人名；(英)唐

323 drops 1 [drɒps] n. 珠；滴剂（名词drop的复数形式） v. 滴，滴下，滴落（动词dr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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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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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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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27 eat 1 [i:t] vt.吃，喝；腐蚀；烦扰 vi.进食；腐蚀，侵蚀

328 eats 1 [i:ts] abbr.设备准确度测试站（EquipmentAccuracyTestStation）

329 edition 1 [i'diʃən] n.版本 版次 集

330 education 1 [,edju:'keiʃən] n.教育；培养；教育学

331 effectively 1 [i'fektivli] adv.有效地，生效地；有力地；实际上

332 effort 1 ['efət] n.努力；成就

3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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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34 elect 1 [i'lekt] adj.选出的；当选的；卓越的 n.被选的人；特殊阶层；上帝的选民 vt.选举；选择；推选 vi.作出选择；进行选举

335 elected 1 v.（进行）选举(el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)；推举； 选择；决定（做某事）

336 elects 1 [ɪ'lekt] v. 选举；选择 adj. 精选的；当选的；[神学]被上帝选中的 n. 被选中者；[神学]上帝的选民

337 emerging 1 [i'mə:dʒiŋ] adj.新兴的；出现的；形成的 v.形成；浮现；显露（emerge的ing形式）；由…中脱出

338 enforcing 1 英 [ɪn'fɔː s] 美 [ɪn'fɔː rs] vt. 强迫；强制；实施；执行；加强

339 engagement 1 n.婚约；约会；交战；诺言 n.参与度（指用户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、下载文档、观看视频、咨询等交互行为）

340 entire 1 [in'taiə] adj.全部的，整个的；全体的 n.(Entire)人名；(英)恩泰尔

341 environment 1 [in'vaiərənmənt] n.环境，外界

342 escape 1 vt.逃避，避开，避免；被忘掉；被忽视 vi.逃脱；避开；溜走；（气体，液体等）漏出；（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
而）逃脱；声音（不自觉地）由…发出 n.逃跑；逃亡；逃走；逃跑工具或方法；野生种；泄漏

343 Europe 1 ['juərəp] n.欧洲

344 expanding 1 英 [ɪks'pændɪŋ] 美 [ɪk'spændɪŋ] adj. 扩展的；扩充的 动词expand的现在分词形式.

345 expensive 1 [ik'spensiv] adj.昂贵的；花钱的

346 experience 1 [ik'spiəriəns] n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 vt.经验；经历；体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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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7 extend 1 [ik'stend] vt.延伸；扩大；推广；伸出；给予；使竭尽全力；对…估价 vi.延伸；扩大；伸展；使疏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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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49 exxon 1 ['ɛksan] n.艾克森石油公司

350 eyes 1 n.眼睛（eye的复数） n.(Eyes)人名；(英)艾斯

351 face 1 [feis] n.脸；表面；面子；面容；外观；威信 vi.向；朝 vt.面对；面向；承认；抹盖 n.(Face)人名；(法)法斯；(意)法切

352 fact 1 [fækt] n.事实；实际；真相

353 fair 1 [fεə] adj.公平的；美丽的，白皙的；[气象]晴朗的 adv.公平地；直接地；清楚地 vi.转晴 n.展览会；市集；美人 n.(Fair)人
名；(英、芬)费尔

354 farming 1 ['fɑ:miŋ] n.农业，耕作 v.耕种；出租（farm的ing形式）

355 farther 1 ['fɑ:ðə] adv.更远地；此外；更进一步地 adj.进一步的；更远的（far的比较级）

356 ferocious 1 [fə'rəuʃəs] adj.残忍的；惊人的

3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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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58 fight 1 [fait] vi.打架；与…打仗，与…斗争；反对…提案 n.打架；战斗，斗志

359 fighter 1 ['faitə] n.战士，斗争者；斗士；奋斗者；好战者

360 filled 1 [fild] adj.满的；装满的；加满的

36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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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2 finale 1 [fi'nɑ:li] n.结局；终曲；最后一场；最后乐章；尾声 n.(Finale)人名；(英)菲纳利；(意、西)菲纳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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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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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5 follow 1 ['fɔləu] vt.跟随；遵循；追求；密切注意，注视；注意；倾听 vi.跟随；接着 n.跟随；追随

366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367 forces 1 n.势力；武装力量（force的复数形式）；兵力

36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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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69 forward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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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0 frequently 1 ['fri:kwəntli] adv.频繁地，经常地；时常，屡次

371 Friday 1 ['fraidi] n.星期五

372 gender 1 ['dʒendə] n.性；性别；性交 vt.生（过去式gendered，过去分词gendered，现在分词gendering，第三人称单数genders，形
容词genderless）

373 geopolitical 1 [,dʒi:əupə'litikl] adj.地理政治学的

374 gets 1 ['ɡets]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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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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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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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78 glad 1 adj.高兴的；乐意的 vt.使......高兴 n.(Glad)人名；(塞、瑞典)格拉德；(英)格莱德；(法、挪)格拉

379 globetrotting 1 英 ['ɡləʊbtrɒtɪŋ] 美 ['ɡloʊbtrɑ tːɪŋ] adj. 游历世界的；n

380 gotten 1 ['gɔtən] v.得到；达到（get的过去分词）

381 governments 1 ['gʌvənmənts] n. 政府；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.

382 grand 1 [grænd] adj.宏伟的；豪华的；极重要的 n.大钢琴；一千美元 n.(Grand)人名；(法)格朗；(英、瑞典)格兰德

383 gridlock 1 ['gridlɔk] vi.交通阻塞 n.僵局；极端严重的全面交通壅塞

384 grow 1 [grəu] vi.发展；生长；渐渐变得… vt.使生长；种植；扩展 n.(Grow)人名；(英)格罗

385 hand 1 [hænd] n.手，手艺；帮助；指针；插手 vt.传递，交给；支持；搀扶 n.(Hand)人名；(英、瑞典)汉德

386 hard 1 adj.努力的；硬的；困难的；辛苦的；确实的；严厉的；猛烈的；冷酷无情的 adv.努力地；困难地；辛苦地；接近地；
猛烈地；牢固地 n.（Hard）人名；(英、芬、瑞典)哈德

38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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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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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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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0 Hercules 1 ['hə:kjuli:z] n.[天]武仙座；力士；大力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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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1 herd 1 [hə:d] n.兽群，畜群；放牧人 vi.成群，聚在一起 vt.放牧；使成群 n.(Herd)人名；(英、芬)赫德

392 herder 1 ['hə:də] n.牧人；（美俚）监狱看守

39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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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4 hospitalization 1 [,hɔspitəlai'zeiʃən, -li'zei-] n.住院治疗；医院收容；住院保险（等于hospitalizationinsurance）

395 hours 1 n.小时（hour的复数形式） n.(Hours)人名；(法)乌尔

396 housing 1 ['hausiŋ] n.房屋；住房供给；[机]外壳；遮盖物；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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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398 humans 1 ['hjuːmənz] n.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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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0 ideologically 1 [,aidiə'lɔdʒikali] adv.思想上；意识形态上

401 if 1 [if] conj.（表条件）如果；即使；是否；（表假设）假如 n.条件；设想

402 ikea 1 n. 宜家家居（一家瑞典家居商）

403 include 1 [in'klu:d] vt.包含，包括

404 increasing 1 [in'kri:siŋ] adj.越来越多的，渐增的 v.增加，加大（increase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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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6 injured 1 ['indʒəd] adj.受伤的；受损害的

407 insects 1 ['ɪnsekts] n. 昆虫；虫子；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.

408 inside 1 [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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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09 instant 1 ['instənt] adj.立即的；紧急的；紧迫的 n.瞬间；立即；片刻

410 into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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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1 invasive 1 [in'veisiv] adj.侵略性的；攻击性的

4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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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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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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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5 jets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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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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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17 kilometer 1 ['kiləumi:tə] n.[计量]公里；[计量]千米（等于kilometre）

418 knit 1 [nit] vi.编织；结合；皱眉 vt.编织；结合 n.编织衣物；编织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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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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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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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2 last 1 [lɑ:st, læst] n.末尾，最后；上个；鞋楦（做鞋的模型） adj.最后的；最近的，最新的；仅剩的；最不可能…的 vi.持续；维
持，够用；持久 vt.度过，拖过；使维持 adv.最后地；上次，最近；最后一点 n.(Last)人名；(英、德、葡、罗、瑞典)拉斯特

423 lasting 1 ['lɑ:stiŋ, 'læstiŋ] adj.持久的；永恒的 n.[纺]厚实斜纹织物 v.持续；维持（las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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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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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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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7 leading 1 ['li:diŋ] adj.领导的；主要的 n.领导；铅板；行距 v.领导（lead的ing形式）

42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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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29 less 1 [les] adv.较少地；较小地；更小地 adj.较少的；较小的 prep.减去 n.较少；较小 n.(Less)人名；(德、意、匈、芬)莱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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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1 lighthouse 1 ['laithaus] n.灯塔

432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43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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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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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5 lives 1 [laivz] n.生活，[生物]生命（life的复数） v.生活（live的三单形式）；居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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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6 located 1 英 [ləʊ'keɪtɪd] 美 ['loʊkeɪtɪd] adj. 处于；位于

437 looked 1 [lʊkt]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

43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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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39 low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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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0 mainland 1 ['meinlənd] n.大陆；本土 adj.大陆的；本土的 n.(Mainland)人名；(英)梅因兰

44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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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2 majority 1 [mə'dʒɔriti] n.多数；成年

44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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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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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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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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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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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48 mass 1 n.块，团；群众，民众；大量，众多；质量 adj.群众的，民众的；大规模的，集中的 vi.聚集起来，聚集 vt.使集合

449 maternity 1 [mə'tə:niti] n.母性，母道；[妇产]妇产科医院 adj.产科的；产妇的，孕妇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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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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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2 mcdonald 1 n. 麦克唐纳（姓氏）

453 media 1 ['mi:diə] n.媒体；媒质（medium的复数）；血管中层；浊塞音；中脉

454 member 1 ['membə] n.成员；会员；议员

455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45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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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57 mentality 1 [men'tæləti] n.心态；[心理]智力；精神力；头脑作用

458 Miles 1 [mailz] n.迈尔斯（男子名）

459 militaries 1 英 ['mɪlətri] 美 ['mɪləteri] adj. 军事的 n. 军队

460 missiles 1 ['mɪsaɪlz] 导弹

461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462 moon 1 [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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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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4 moths 1 n.飞蛾，蛾（moth的复数） n.(Moths)人名；(德)莫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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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66 moved 1 [muːvd] adj.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467 multicolored 1 ['mʌlti,kʌləd] adj.多色的；多彩的

468 music 1 ['mju:zik] n.音乐，乐曲

469 mutton 1 n.羊肉

470 nation 1 ['neiʃən] n.国家；民族；国民 n.(Nation)人名；(英)内申

471 native 1 ['neitiv] adj.本国的；土著的；天然的；与生俱来的；天赋的 n.本地人；土产；当地居民

472 needs 1 [ni:dz] adv.（只与must连用）必须地 n.需要（need的复数） v.需要；必须；缺少（need的三单形式）

473 negative 1 ['negətiv] adj.[数]负的；消极的；否定的；阴性的 n.否定；负数；[摄]底片 vt.否定；拒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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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5 neither 1 ['naiðə, 'ni:-] conj.也不；既不 adv.两个都不；既不……也不 adj.两者都不的 pron.两者都不

476 new 1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477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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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79 novice 1 ['nɔvis] n.初学者，新手 n.(Novice)人名；(法)诺维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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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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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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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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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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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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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5 onward 1 ['ɔnwəd] adj.向前的；前进的 adv.向前；在前面

486 operations 1 n.运营；运作；业务操作（operation的复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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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88 options 1 ['ɒpʃnz] 选择；选择权,名词option的复数形式

48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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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0 outside 1 [,aut'said, 'aut'said] adj.外面的，外部的；外来的 n.外部；外观 adv.在外面，向外面；在室外 prep.在…范围之外

491 outskirts 1 ['autskə:ts] n.市郊，郊区

492 overnight 1 [,əuvə'nait, 'əuvənait] adv.通宵；突然；昨晚 adj.晚上的；通宵的；前夜的 n.头天晚上；一夜的逗留 vt.连夜快递 vi.过一
夜

493 owns 1 英 [əʊn] 美 [oʊn] adj. 自己的；特有的 n. 自己的东西 v. 承认；拥有

494 pacific 1 adj.和平的；温和的；平静的 n.太平洋 adj.太平洋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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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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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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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498 particularly 1 [pə'tikjuləli] adv.特别地，独特地；详细地，具体地；明确地，细致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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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0 party 1 n.政党，党派；聚会，派对；当事人[复数parties] vi.参加社交聚会[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]

501 paypal 1 ['peɪpəl] n. 贝宝(全球最大的在线支付平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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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3 perfect 1 ['pə:fikt, pə'fekt] adj.完美的；最好的；精通的 vt.使完美；使熟练 n.完成式 n.(Perfect)人名；(英)珀费克特

504 performers 1 n. 表演者；执行者（performer的复数形式）

505 pink 1 [piŋk] n.粉红色；化身，典范；石竹花；头面人物 vt.扎，刺，戳；使…变粉红色；使…面红耳赤 vi.变粉红色 adj.粉红
的；比较激进的；石竹科的；脸色发红的 n.(Pink)人名；(英、德、匈)平克；(法)潘克

50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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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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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08 played 1 v.演奏；播放；玩耍；参加竞赛（play的过去分词） adj.比赛的

50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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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0 pointing 1 ['pɔintiŋ] n.指示 v.指向；指点（point的ing形式）

511 poisons 1 ['pɔɪzn] n. 毒药；毒害；败坏道德之事 vt. 毒害；摧毁；中毒 adj. 有毒的；危险的

512 Poland 1 ['pəulənd] n.波兰（欧洲国家）

5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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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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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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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1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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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17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518 proof 1 [pru:f] n.证明；证据；校样；考验；验证；试验 adj.防…的；不能透入的；证明用的；耐…的 vt.试验；校对；使不被穿
透

519 proper 1 ['prɔpə] adj.适当的；本身的；特有的；正派的 adv.完全地 n.(Proper)人名；(英、德)普罗珀

520 prosecutor 1 ['prɔsikju:tə] n.检察官；公诉人；[法]起诉人；实行者

521 prospective 1 [prəu'spektiv] adj.未来的；预期的 n.预期；展望

522 protest 1 [prəu'test, 'prəu-] vi.抗议；断言 vt.抗议；断言 n.抗议 adj.表示抗议的；抗议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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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3 protests 1 英 ['prəʊtest] 美 ['proʊtest] n. 抗议；反对 v. 抗议；反对；申明；断言

524 public 1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52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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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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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27 quarantine 1 ['kwɔrənti:n] vt.检疫；隔离；使隔离 n.检疫；隔离；检疫期；封锁 vi.实行隔离

528 question 1 ['kwestʃən] n.问题，疑问；询问；疑问句 vt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 vi.询问；怀疑；审问

529 race 1 n.属，种；种族，人种；家庭，门第；赛事，赛跑 vt.使参加比赛；和…竞赛；使急走，使全速行进 vi.比速度，参加竞
赛；全速行进 n.(Race)人名；(英)雷斯；(塞)拉采

530 rapidly 1 ['ræpidli] adv.迅速地；很快地；立即

531 ratings 1 ['reɪtɪŋz] n. 评定等级 rating的复数形式.

53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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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3 recent 1 ['ri:sənt] adj.最近的；近代的

534 reception 1 [ri'sepʃən] n.接待；接收；招待会；感受；反应

535 recorded 1 [ri'kɔ:did] adj.记录的 v.记录；录音（record的过去分词）

536 reinstated 1 ['riː ɪn'steɪtɪd] adj. 继单的；复原的 动词reinst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3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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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38 relatively 1 ['relətivli] adv.相当地；相对地，比较地

539 reluctant 1 [ri'lʌktənt] adj.不情愿的；勉强的；顽抗的

540 requested 1 [rɪ'kwestɪd] adj. 被请求的；必要的 动词requ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541 required 1 [rɪ'kwaɪəd] adj. 必需的

542 requirements 1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543 research 1 n.研究；调查 vi.研究；调查 vt.研究；调查 [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]

544 restrictions 1 [rɪ'strɪkʃn] n. 限制；约束

545 reuters 1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546 rid 1 [rid] vt.使摆脱；使去掉 n.(Rid)人名；(英)里德

547 ride 1 vi.骑马；乘车；依靠；漂浮 vt.骑；乘；控制；（骑马、自行车等）穿越；搭乘；飘浮 n.骑；乘坐；交通工具；可供骑行
的路；（乘坐汽车等的）旅行；乘骑；（乘车或骑车的）短途旅程；供乘骑的游乐设施 n.（英）赖德（人名）；（法、
葡）里德（人名）

548 rivals 1 ['raɪvl] n. 竞争者；对手；同伴 adj. 竞争的 v. 竞争；与 ... 相匹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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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0 roughly 1 ['rʌfli] adv.粗糙地；概略地

551 rules 1 n.[数]规则；条例（rule的复数形式） v.统治；支配；裁定（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

5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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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3 Russians 1 n. 俄罗斯人

55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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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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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56 salmon 1 n.鲑鱼；大马哈鱼；鲑肉色；鲑鱼肉；橙红色，粉橙色 adj.浅澄色的

557 same 1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558 save 1 vt.节省；保存；储蓄；解救 vi.节省；挽救 prep.除...之外 n.救援 n.(Save)人名；(法)萨夫；(意、保、西、罗、塞、瑞典)
萨薇(女名)，萨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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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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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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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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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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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4 send 1 [send] vt.发送，寄；派遣；使进入；发射 vi.派人；寄信 n.上升运动 n.(Send)人名；(德)森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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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5 senior 1 ['si:njə] adj.高级的；年长的；地位较高的；年资较深的，资格较老的 n.上司；较年长者；毕业班学生 n.(Senior)人名；
(英)西尼尔

566 Seoul 1 [səul; 'sjə:ul] n.汉城，首尔（韩国首都）

56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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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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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69 showed 1 v.显示；表现；展示（show的过去式）

570 sides 1 [saɪdz] n.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.

571 sites 1 [saɪt] n. 地点；位置；现场 vt. 使 ... 位于

572 sized 1 [saizd] adj.有…大小的 v.相比（size的过去分词）；按大小分类

573 slickers 1 斯利克斯

57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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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75 southeastern 1 [,sauθ'i:stən] adj.东南方的；朝东南的

576 southern 1 ['sʌðən] adj.南的；南方的 n.南方人 n.(Southern)人名；(英)萨瑟恩

577 speak 1 [spi:k] vi.说话；演讲；表明；陈述 vt.讲话；发言；讲演

578 spending 1 ['spendɪŋ] n. 经费(开销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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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0 spoken 1 ['spəukən] adj.口语的，口头的 v.说（speak的过去分词）

581 spokeswoman 1 ['spəuks,wumən] n.女代言人，女代言人

582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583 staff 1 [stɑ:f, stæf] n.职员；参谋；棒；支撑 adj.职员的；行政工作的 vt.供给人员；给…配备职员 vi.雇用工作人员 n.(Staff)人名；
(德、匈)施塔夫；(瑞典、英)斯塔夫

584 stage 1 [steidʒ] n.阶段；舞台；戏剧；驿站 vt.举行；上演；筹划 vi.举行；适于上演；乘驿车旅行 n.(Stage)人名；(英)斯特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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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86 statements 1 [s'teɪtmənts] n. 报表；陈述；声明（名词statement的复数形式）

587 status 1 n.地位；状态；情形；重要身份

588 stitch 1 [stitʃ] n.针脚，线迹；一针 vt.缝，缝合 vi.缝，缝合

589 streaming 1 ['stri:miŋ] n.流；（英）按能力分组 v.流动（stream的ing形式）

590 street 1 [stri:t] n.街道 adj.街道的 n.(Street)人名；(英、葡)斯特里特；(德)施特雷特

591 strictest 1 [strɪkt] adj. 严格的；精确的；完全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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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3 strolled 1 英 [strəʊl] 美 [stroʊl] n. 闲逛；漫步 v. 闲逛；漫步

594 students 1 [st'juːdnts] 学生

59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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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59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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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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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598 surge 1 n.汹涌；大浪，波涛；汹涌澎湃；巨涌 v.汹涌；起大浪，蜂拥而来

599 suspended 1 [sə'spendid] adj.悬浮的；暂停的，缓期的（宣判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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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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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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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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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4 tarantula 1 [tə'ræntjulə, -tʃu-] n.狼蛛；塔兰图拉毒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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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06 term 1 n.术语；学期；期限；条款；(代数式等的)项 vt.把…叫做 n.(Term)人名；(泰)丁

607 test 1 [test] n.试验；检验 vt.试验；测试 vi.试验；测试 n.(Test)人名；(英)特斯特

608 testing 1 ['testiŋ] n.[试验]测试 adj.试验的；棘手的 v.测验；考查；受考验（test的ing形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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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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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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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1 thousand 1 ['θauzənd] n.一千；一千个；许许多多 adj.成千的；无数的

61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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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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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4 tomorrow 1 [tə'mɔrəu, -'mɔ:-] n.明天；未来 adv.明天；未来地（等于to-morrow）

615 too 1 [tu:] adv.太；也；很；还；非常；过度

616 took 1 v.拿；取；接受（take的过去式）

617 torn 1 [tɔ:n] v.扯裂，撕开（tear的过去分词） n.(Torn)人名；(英、俄、捷)托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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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19 tried 1 adj.可靠的；试验过的 v.尝试，审问，审理，审讯，审判（try的过去分词）

620 trivia 1 ['triviə] n.琐事

6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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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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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23 twenty 1 ['twenti] n.二十；二十年代 num.二十 adj.二十的

624 ukrainians 1 乌克兰人

625 uncertain 1 [,ʌn'sə:tən] adj.无常的；含糊的；靠不住的；迟疑不决的

626 units 1 ['juːnɪts] n. 单位 名词unit的复数形式.

627 unlikable 1 [ʌn'laɪkəbl] adj. 不讨喜的

628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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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0 us 1 pron.我们

631 vaccinated 1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632 various 1 ['vεəriəs] adj.各种各样的；多方面的

633 vast 1 [vɑ:st, væst] adj.广阔的；巨大的；大量的；巨额的 n.浩瀚；广阔无垠的空间 n.(Vast)人名；(法)瓦斯特

634 venomous 1 ['venəməs] adj.有毒的；恶毒的；分泌毒液的；怨恨的

635 visa 1 ['vi:zə] n.签证 vt.签发签证 n.(Visa)人名；(塞、芬)维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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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37 voters 1 ['vəʊtəz] 选民

638 votes 1 [vəuts] v.投票；提倡（vo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选票；选举；得票数（vote的复数形式）

639 wants 1 ['wɒnts] n.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.

64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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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1 Warner 1 ['wɔ:nə] n.警告者；报警器 n.(Warner)人名；(英)沃纳；(德、瑞典)瓦尔纳

64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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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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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44 weapon 1 ['wepən] n.武器，兵器

64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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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646 wear 1 n.衣物；磨损；耐久性 v.穿着；用旧；耗损；面露

647 western 1 ['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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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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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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0 whoever 1 [hu:'evə] pron.无论谁；任何人 n.《爱谁谁》（电影名）

651 why 1 [hwai] int.哎呀！什么？ adv.为什么

65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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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3 withstand 1 [wið'stænd, wiθ-] vt.抵挡；禁得起；反抗 vi.反抗

654 wool 1 [wul] n.羊毛；毛线；绒线；毛织品；毛料衣物 n.(Wool)人名；(英)伍尔

655 word 1 [wə:d] n.[语]单词；话语；消息；诺言；命令 vt.用言辞表达 n.(Word)人名；(英)沃德

656 workers 1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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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57 world 1 n.世界；领域；世俗；全人类；物质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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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59 wreckage 1 ['rekidʒ] n.（失事船或飞机等的）残骸；（船只等的）失事

660 yarn 1 [jɑ:n] n.纱线；奇谈，故事 vt.用纱线缠 vi.讲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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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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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66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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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